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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MARX MET 
NIETZSCHE 
IN TAHRIR 

SQUARE

This book deals with the role of cyberspace in social 
change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revolutions in many countries: 
in Egypt (Tahrir Square), Libya, Tunisia and Ukraine.

Similarly, in the past decade, cyberspace and social networking have 
developed, exposing the masses to huge quantities of information 
and creating a platform enabling them to communicate. This has 
accelerate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increasing participants’ 
trust amongst themselves. Is this a quantum leap from Gutenberg’s 
printing press? The conditions for revolution are ripe: oppression, 
alienation due to poverty, the inability of citizens to realize and 
make their “life activities” an object of their free will and conscious 
mind (Marx).

However, a revolution is not a sudden event; it is a conscious 
process which matures among every individual as a radical 
praxis pushing them to make a social “change” (Marx). These 
individuals must trust each other and have faith in their ability 
to make change. Without these two elements, the revolution will 
end with a weak sound of protest. The issue of trust (represented 
by a mathematical game theory model), and the issue of “faith in 
victory” against well-equipped armies and regimes (represented 
by Friedrich Nietzsche’s “will to power,” as interpreted by Gilles 
Deleuze) nourish each other, and thus a dialectic process is created.

The two meet in the revolution that develops in Tahrir Square.

www.semri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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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מרכז הבינלאומי לבריאות, משפט ואתיק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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פרופ' משה זכי, מחבר הספר, הוא חוקר ופסיכולוג בכיר ב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ית. 
הוא הקים וניהל את התחנה הפסיכולוגית – קהילתית בטירת כרמל קרוב ל – 35 
 13 מזה  האוויר.  בחיל  רס"ן(  )בדרגת  בכיר  פסיכולוגיה  כקצין  שימש  ובעבר  שנים 
שנים הוא משמש כראש המחלקה ל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 ואתיקה במרכז הבינלאומי 

לבריאות, משפט ואתיקה באוניברסיטת חיפה. 

פרופ' משה זכי הוא מחבר הספרים "אשנב ל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ית" – "ילד וקהילה" 
ועורך שני ספרים אקדמיים ב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ית בהוצאת דיונון. בנוסף הוא פירסם 

מעל ל – 85 מאמרים מדעים בכתבי עת בישראל ובין-לאומי. 

בינלאומיים, בפרס האצילות מטעם ארגון התרבות הבין-  זכה בעיטורים  זכי  פרופ' 
לאומי ואונסק"ו, בשנת 2012 הונקה לו מדלית הזהב על מפעל חיים בפסיכולוגיה 

מטעם המכון האמריקאי הבינלאומי לחקר אישים. 

פסיכולוגיות  בסוגיות  מתמקד  משפטית"  בפסיכולוגיה  נבחרים  "פרקים  הספר 
שיטות  מציע  הוא  והפלילי.  האזרחי  המשפט  משפחה,  לענייני  המשפט  בתחומי 
ההליך  מתוך  אתיות  סוגיות  ומעלה  פורנזי,  טיפול  ושיטות  פסיכולוגית  להערכה 
מקצוע  אנשי  משפטנים,  פסיכיאטרים,  לפסיכולוגים,  מיועד  זה  ספר  המשפטי. 
בתחומי העבודה הסוציאלית, הקרימינולוגיה והחינוך;  כמו כן, לסטודנטים ולחוקרים 
במדעי החברה. גם הציבור הרחב, שחלקו נמצא בדיון משפטי, יוכל להפיק תועלת 

בהיבט התיאורטי, והיישומי של ענף הפסיכולוגיה המשפטית בישראל. 

פרופ, משה זכ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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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פקולטה למשפטים-אוניברסיטת חיפ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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ב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ית

פרקים נבחרים ב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י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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בתחומי העבודה הסוציאלית, הקרימינולוגיה והחינוך;  כמו כן, לסטודנטים ולחוקרים 
שחלקו נמצא בדיון משפטי, יוכל להפיק תועלת 

במדעי החברה. גם הציבור הרחב, 
בהיבט התיאורטי, והיישומי של ענף הפסיכולוגיה המשפטית בישראל. 

Zipi rider Witch-

W
itchcraft

Craft
A complete manual of Mysticism,
Witchcraft, Magic and Wi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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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itchcraft has become 
popular in our culture; who isn’t interested in 
attracting positive energy into his or her life and 
protecting themselves from the “evil eye” and 

“curses”? Many people are  eager to learn  the use of 
amulets and lucky charms.

My Book of Witchcraft is a course in witchcraft for 
both beginners and advanced learners. This book 
introduces the reader to a magical, new world 
of spirituality while laying out the foundations of 
witchcraft and its secret, mystical intricacies.

With this book, you will be able to comprehend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and to improve it in ways 
that you have never considered possible. My Book 
of Witchcraft will teach you how to connect with 
celestial souls and spirits in order to set yourself free 
from obstacles and problems.

My Book of Witchcraft includes texts from Jewish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s well as from other cultures.

This is Zipora Rider’s first book. She is a mystic and 
educator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witchcraft as well as 
fortune reader and healer.

Jonathan in the Kingdom 
of Mood Balloons
Netanel Semrik
ContentoNow(2015)
ISBN-97896555004430

My Book of Witchcraft
Zipi Rider

ContentoNow(2016)
ISBN-9789655505184

Maritime Air and Forwarding Future
Sanda

ContentoNow(2012)
ISBN-9781519535320

When Marx Meets Nietzsche in Cyberspace
Haim Asa

ContentoNow(2014)
ISBN-978655502619

Labyrinth of Power
Danny Yatom

ContentoNow(2016)
ISBN-97865550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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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Victims Murder
Arnon Edelstein

ContentoNow(2014)
ISBN-978655502121

A Symphony of Light
Talya Birkhan

ContentoNow(2014)
ISBN-9789655503029

Zev Bechler

ContentoNow(2016)
ISBN-978655505207

University Mathematics Handbook
Ben Zion Kon

ContentoNow(2015)
ISBN-9781522989943

The Final Redeemer
Alon Dahan

ContentoNow(2016)
ISBN-978965550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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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indirections find direction out

This handbook is a reference work in which the 
reader can find definitions and factual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fields of mathematics.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is twofold:
It is designed for quick reference to 
mathematical concepts: definitions, rules, 
formulas and theorems with examples.

It can serve as a manual for student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homework, exams, etc).

(Shakespeare, Hamlet, Act 2, Scene 1)

Ben Zion Kon has written 13 books. He has 
a PhD in mathematics and his books are used as  
textbooks in every university in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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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hony of Light: The Cards
Discovering Inner Truth and Goodness

By Talya Birkhahn

This set of inspirational cards, for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comes with a 
detailed guidebook; it is the companion piece to the book A Symphony of 
Light: My Journeys within the Tree of Life. 

The 52 cards are grouped in ten series, according to the Kabbalistic virtues 
known as sephirot. Each sephirah, from crown to grace to kingship, appears in 
a different color with the name of the sephirah. They can be used for receiving 
messages and spiritual assistance;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 (one-on-one or in 
a group setting); for interacting with children or at family gatherings; for fun 
or for creativity.  This instructional book will show you how to open yourself 
up to the miracles and wonder all around.

Talya Birkhahn is co-manager of the Israel Center for Philosophy in Education 
and author of Letters to My Angel, an Amazon Best Seller. She leads workshops 
in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 dreams, employing a unique self-actualization 
method that combines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 

www.semrik.com

The Symphony of Light Cards
Talya Birkhan

ContentoNow(2014)
ISBN-9789655503197

Little Bear in the Big City
Shraga Silbermintz

ContentoNow(2015)
ISBN-978655504637

Key to the Locked Door Volume I
Amelia Einat

ContentoNow(2015)
ISBN-9789655504224

Key to the Locked Door Volume II
Amelia Einat

ContentoNow(2015)
ISBN-978655504323

Calypso
Tsipi Sharoor

ContentoNow(2014)
ISBN-978965550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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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to my Angel is the diary of a special boy named Or, who 
was diagnosed with Sensory Modulation Disorder (SMD) at age 
3. Sensory Modulation Disorder (SMD) is an imbalance of the 
sensory system that results in a weakened or amplified response to 
stimuli. This affects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appropriately respond 
and cope with day-to-day life.
Or is an eight-year-old boy who writes letters to his imaginary 
angel to help him live with the disorder. Through these letters, Or 
searches for coping strategies to achieve sensory balance within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his condition. 
Or records his life from age two and a half, when he began to 
talk and became aware of his interactions with the world around 
him. In this moving diary, Or returns to his life experiences in his 
domestic and school environments, while describing the path he had 
to travel as a child with SMD. His observations are a fascinating 
combination of rationalist,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elements.
The author is a philosopher and educator, and 
has been involved in both of these worlds for 
thirty years. Illustrated by artist Noga Sinai, 
the book includes an glossary and notes that 
assist the reader in gain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Or’s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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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to my Angel is the diary of a special boy named Or, who 
was diagnosed with Sensory Modulation Disorder (SMD) at age 
3. Sensory Modulation Disorder (SMD) is an imbalance of the 
sensory system that results in a weakened or amplified response to 
stimuli. This affects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appropriately respond 
and cope with day-to-day life.
Or is an eight-year-old boy who writes letters to his imaginary 
angel to help him live with the disorder. Through these letters, Or 
searches for coping strategies to achieve sensory balance within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his condition. 
Or records his life from age two and a half, when he began to 
talk and became aware of his interactions with the world around 
him. In this moving diary, Or returns to his life experiences in his 
domestic and school environments, while describing the path he had 
to travel as a child with SMD. His observations are a fascinating 
combination of rationalist, emotion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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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Joyce Oron

ContentoNow(2010)
ISBN-978965745037

Chinese English Phrasebook
Dr. Ansel Palchan

ContentoNow(2012)
ISBN-9789557083284

Bless Every Moment
Gil Weiner

ContentoNow(2015)
ISBN-9789655504828

Letters to My Angel
Talya Birkhan

ContentoNow(2013)
ISBN-9789655500042

Unprotected Shore
Shmuel Cohavy

ContentoNow(2014)
ISBN-97865550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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פרופ' משה זכי, מחבר הספר, הוא חוקר ופסיכולוג בכיר ב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ית.
35 – קהילתית בטירת כרמל קרוב ל – הוא הקים וניהל את התחנה הפסיכולוגית
13 מזה  האוויר.  בחיל  רס"ן(  )בדרגת  בכיר  פסיכולוגיה  כקצין  שימש  ובעבר  שנים 
שנים הוא משמש כראש המחלקה ל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 ואתיקה במרכז הבינלאומי

לבריאות, משפט ואתיקה באוניברסיטת חיפה.

"ילד וקהילה" פרופ' משה זכי הוא מחבר הספרים "אשנב ל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ית" –
ועורך שני ספרים אקדמיים בפסיכולוגיה משפטית בהוצאת דיונון. בנוסף הוא פירסם

85 מאמרים מדעים בכתבי עת בישראל ובין-לאומי. – מעל ל

בינלאומיים, בפרס האצילות מטעם ארגון התרבות הבין- זכה בעיטורים  זכי  פרופ' 
לאומי ואונסק"ו, בשנת 2012 הונקה לו מדלית הזהב על מפעל חיים בפסיכולוגיה

מטעם המכון האמריקאי הבינלאומי לחקר אישים.

פסיכולוגיות בסוגיות  מתמקד  משפטית"  בפסיכולוגיה  נבחרים  "פרקים  הספר 
שיטות מציע  הוא  והפלילי.  האזרחי  המשפט  משפחה,  לענייני  המשפט  בתחומי 
ההליך מתוך  אתיות  סוגיות  ומעלה  פורנזי,  טיפול  ושיטות  פסיכולוגית  להערכה 
מקצוע אנשי  משפטנים,  פסיכיאטרים,  לפסיכולוגים,  מיועד  זה  ספר  המשפטי. 
כמו כן, לסטודנטים ולחוקרים בתחומי העבודה הסוציאלית, הקרימינולוגיה והחינוך; 
במדעי החברה. גם הציבור הרחב, שחלקו נמצא בדיון משפטי, יוכל להפיק תועלת

בהיבט התיאורטי, והיישומי של ענף הפסיכולוגיה המשפטית בישרא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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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马尔卡

亚瑟
马尔卡

拉比·亚瑟·马尔卡笔耕几十年，著就了《价值观和教

育》这本有深度而简单易懂的著作。本书关注了每周经学

律法阅读中道德和教育的各个方面。每个律法书片段都已

破译，反馈给了读者，通过使用经学律法中的词语，分享

圣人之语和每个律法书片段中主要话题的丰富资料。拉比 

· 马尔卡是经学律法的引路人，他讲授文本中包含的“经

验教训”，传授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法。

他的这本书适用于所有水平的读者，比如：教师、经学评

论员、教育家、学生、当然还有家长，以及任何希望学习

和分享经学律法的人。

作者亚瑟·马尔卡博士是经学律法学者，在学术方面
也享有盛名。几十年来他作为教育家担任过不同的角色，

包括在以色列和全世界教育机构（作为教育大使）的校长

和监督。他担任过一家大型教育机构的校长长达四年。

kl

拉比·亚瑟·马尔卡笔耕几十年，著就了《价值观和教育》。本书

关注了每周经学律法阅读中道德和教育的各个方面,适用于所有水平

的读者。拉比·马尔卡博士是经学律法学者和引路人，他讲授文本

中包含的“经验教训”，传授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法。

Values and Education Reflected 
in the Daily Torah Portions
Asher Malka 

价值观和教育  
每周经学律法阅
读中的反馈
亚瑟·马卡尔

本指南收录了数学不同分支领域中的定义和案例。本书可作数学概

念的快速索引，也可作学生实际应用中的指导手册。

作者本·泽恩·康是位数学博士，其书籍在以色列作为大学教科书

使用。

University Mathematics
Handbook
Ben Zion Kon

大学数学指南
本·泽恩·康

大学数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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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达到我们的目的

在这本指南中，读者可以找到数学不同分支领
域中的定义和真实的案例信息。

本书的目的有两个：

数学概念的快速索引：定义、定律、公式和
定理，以及相应的例子。

学生实际应用（作业、测验等）过程中的指
导手册。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第一幕，第二场）

本·泽恩·康 著有13本书籍。他持有数学博士
学位，其书籍在以色列所有的大学中作为教科
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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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מעון קולט

בני ישראל
西米恩·克洛特

当下印度和以色列的
以色列之子社区 

庆典、习俗、常被问及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שראל
שמעון קולט • בני 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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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了当下印度和以色列的以色列之子社区的庆典、习俗、常被

问及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The Bene Israel Community 
in Israel and India
Shimon Kollet

当下印度和以色
列的以色列之子
社区
西米恩·克洛特



New Releases新发行版

哈诺布·布金

单手冠军

殊的一天。那次爆炸夺走了我手臂，也夺走了我一生的规划。我是国

防军戈拉尼单位一名年轻的士兵，带领过军官训练；年轻，强壮，

充满了自信——突然间我发现自己躺在了炽热的土地上，在自己的

血泊里，失去了右手，面部像着了火一般。我喊了起来，尖叫声响

彻云霄，我明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单手冠军》分享了哈诺布·布金从受伤、康复到成为拿下8枚残奥

奖牌（2金）的优秀运动员的故事、家庭、事业、以及他在电视真人

Values and Education Reflected 
in the Daily Torah Portions
Asher Malka 

Single Handed
Hanoch Budin 

单手冠军
哈诺布·布金

University Mathematics
Handbook
Ben Zion Kon

The Bene Israel Community 
in Israel and India
Shimon Ko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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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阿尔玛戈（Gila Almagor）是以色列舞台界和电影界的第一

名伶，同时也是5本国际畅销书的作者，现在她来到了中国。

自17岁出道以来，阿尔玛戈的舞台和电影演出作品已超过50

部，而且通常都是担纲要角，包括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lberg）的“慕尼黑”（Munich）、“黄金国度”（El Dorado）

，以及“扪心问诊”（In Treatment）等。

阿尔玛戈曾赢得许多奖项，也荣获多项提名，包括柏林影展的银

熊奖。她的两本著作“阿维娅的夏天”（Summer of Aviya）和“

苹果树下”（Under the Domim Tree）被改编成电影，在电影中

阿尔玛戈饰演自己的母亲，她也因为这两部电影而在 2005年成

为安徒生亲善大使（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mbassadorship ）。

阿尔玛戈著有5本畅销书，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西班牙文、

德文、法文、土耳其文、俄文和英文。

“苹果树下”
（Under the Domim Tree）

“亚历克斯‧勒尔那，达芬娜和我”
（Alex Lerner, Daphna and Me）

“阿维娅的夏天”
（Summer of Aviya ）

“星星只有天上有”
（Stars Are Only in the Sky）

“梦中的叶尔妮”
（Yearnie, a Girl Born in a Dream）

吉拉‧阿尔玛戈 - 

以色列影剧名人以及5

本国际畅销书作者现在来到中国

Gila Almagor 



在书店畅销产品 Bestsellers in book stores

罗尼‧索梅克是以色列最受推崇的诗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许多语言,也

包括他和女儿雪莉‧索梅克 (Shirly Someck) 的童书作品 (最新的一本名

为 Monkey Tough, Monkey Bluff,“小泼猴,假泼猴”暂译。)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 41 种语言。精选诗作就被译成了阿拉伯文、法文、

加泰隆尼亚文、阿尔巴尼亚文、意大利文、马其顿文、意第绪文、克

罗地亚文、尼泊尔文、荷兰文丹麦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德文和

英文。索梅克曾荣获许多奖项,包括以色列“总理奖”、属于希伯来诗

歌的“耶胡达‧阿米海奖”、属于诗歌的“拉马特甘奖”、2005 年马

其顿斯特鲁加诗歌节 ( Struga Poetry Evenings )的“红酒诗奖”,以及 

2006 年在荷兰举办的马斯垂克国际诗歌节( Maastricht International 

Poetry Nights ) 所颁发的汉斯‧贝格晓斯诗歌奖( Hans Berghuis Prize ) 。

2012 年时,他以对波兰的杰出贡献而获颁骑士十字勋章。

2014 年时,他获颁法国文化艺术功劳骑士勋章。

索梅克同时也是“巴特谢瓦舞蹈公司”( Batsheva Dance Company ) 

和希伯来-阿拉 伯剧场公共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罗尼‧索梅克

 “马力”
(Horse Power)

“赤焰”
(The Fire Stays in Red)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小泼猴,假泼猴”
(Monkey Tough, Monkey Bluff)

Ronny Som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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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斯‧吉拉迪，这个改变人们看体育活动方式的人物，Contento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很高兴宣布，现在要出版吉拉迪先生的自传了。

“回顾”（书名待定）叙述的是一个以色列人如何成为电视界最 

有影响力人物的故事。 

吉拉迪是 NBC 体育频道资深副总裁，也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曾获

得7次艾美奖。他也是国际田径联合会主席（International Athletics 

Federation Commission），以及国际棒球联合会电视委员会主席。

吉拉迪是以色列最受赞扬的电视界大老，以色列广播局重要节目背后

的传奇人物，包括 1977 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出访以色列。他是Keshet

集团的董事长。

阿列克斯‧吉拉迪卓越的体育媒体事业在 1964 年展开，当时他接下以

色列日报“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h）的初阶职务。

1969 年时，他加入以色列新成立的国营电视公司担任体育评论员和

编辑，之后更成为体育部门的领导和执行制作人。

1984 年时，吉拉迪被拔擢至国际奥委会广播电视委员会

( IOC Radio-Television Commission）联络处的传播网副董事长一职，

之后更成为全球运营部的资深副董事长。他在为传播网取得1988 

年、2000 年、2002 年、2004 年、2006 年和 2008 年的夏季和冬

季奥运会的转播权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阿列克斯‧吉拉迪 – 

电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现在出版自传了

Alex Gilady 

在书店畅销产品Bestsellers in book stores



阿列克斯‧吉拉迪 – 

电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现在出版自传了

埃坦‧哈柏（Eitan Haber）是以色列最受推崇的军事和政治记者，

以色列人永远会记得那一天，1995 年 11 月 4 日他以破碎哽咽的

声音说：“政府非常惊愕、悲伤、惋惜的宣布，总理暨国防部长拉

宾（Yitzhak Rabin）的死讯，他死于今晚在特拉维夫发生的刺杀事

件。愿他安息。”

埃坦‧哈柏  1958  年时入伍参军，担任军事新闻的记者。期间他遇

到了当时担任北区司令部总司令的拉宾。两人发展出超过30年的好

友关系，这段关系不只塑造了哈柏的生命和职业生涯，也影响了以

色列的历史。

就在他快退五时，哈柏加入了以色列领导性媒体“新消息报”。

1985 年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拉宾指派他成为特别媒体咨询顾问。在

拉宾于 1990 年自政府职务退下来后，哈柏重回“新消息报”。两年

后，拉宾当上总理，哈柏才又重操旧业。他被任命为咨询顾问和局长，

除了负责撰写拉宾的演讲稿外，他也是秘密协商以色列-约旦和平协

议的团队成员之一；当拉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哈柏也随侍在侧。

拉宾死后，哈柏再度回到记者老本行，自己撰写也和别人合著了好

几本书，包括：

Entebbe Rescue、Menahem Begin: The Legend and the Man、The Year 

of the Dove、The Quest for the Red Prince、Massacre in Munich，以

及 The Spies: Espionage Cases in Israel。

他也是两份以色列日报，“新消息报”和 “晚祷报”（Ma'ariv）的

固定专栏作家。

哈柏和尤西‧米勒曼（Yossi Milman）合著 The Spies: Espionage Cases 

in Israel，这本革命性的著作揭发了以色列短短历史中，最为特殊的

间谍活动丑闻事件。

埃坦‧哈柏 - 以色列知名记者 - 

揭发以色列最丑陋的间谍丑闻

Eitan Haber 

在书店畅销产品 Bestsellers in book 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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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hetypal Couple   
Prof. Tamar Kron

本书由两个平行的故事叙述独特的交织而成。 第一个叙述来自作者

身为伴侣治疗师的治疗过程经验。第二个叙述则来自旧约圣经和希

腊神话，其中心主题就是爱与两性关系。 

本书呈现了这些神话是如何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在我们

与他人的接触交往中，和我们与亲密之人的关系之中。最后它从荣

格的观点，把两段叙述故事结合起来。 先前出版的

伴侣的典型
塔玛儿‧克隆博士

“长寿之道”紧随本绍的第一部希伯来文巨著”第二生命循环---生

命循环和生涯的新式教育”。本书出版于西方世界的长寿之国以色

列。作者描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我们能保证子孙长寿---比

目前已知的寿命长得多。西方国家的人口正在急剧地变化，世界的

面貌也在迅速地变化。本书解释了目前为什么还没有关于五十岁以

上人群衰老的心理学重要理论的原因，同时对衰老的定义进行了有

别于世界卫生组织的革命性阐释。 先前出版的

Mega Life 
Ben Shaul, PhD

长寿之道
本绍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Amir Levy

任何想要获得有关改变与创新领导精神的学术知识或实用知识的学

生或经理人，这本综合性的手册你一定要拥有才行，本书重点放在

引导员工获得最佳绩效表现，同时还能激励他们持续改变创新的方

法、程序和现代技巧上。作者曾就读加州大学，钻研在推动组织变

革上，造成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因素。 先前出版的

管理与领导
阿米尔‧利维博士



Academic / Professional学术/专业

Genocide - The Armenian Genocide: 

Forgotten and Denied

Prof. Yair Auron

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现在的土耳其）统治者开

始宣扬要消灭亚美尼亚人。不到一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亚美尼亚人幸

存；超过百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害。

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是引起西方世界公众关注的第一个种族大屠杀

事件。然而，没有出现任何有力的回应、行动或企图，阻止惨案发

生。现代的土耳其建立于 1923，它坚决地不只要忘掉它历史中这惊

人的一章，更要彻底否认。本书从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脉络，

探讨了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它也以前所未见的投入，大量叙述他

们对这场悲剧的否认和磨灭，以及世界对此悲剧的观点。 先前出版的

种族大屠杀 – 被遗忘、

磨灭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雅以尔‧奥隆博士

Tomorrow’s New Organizations  

Bracha Klein Tayir, PhD

本书是关于具体实现组织内精神性的潜能。“我们相信商业世界也

是有其灵性的一面。 钱是精神性的、成功是精神性的、存在也是精

神性的。”未来的组织要能和不确定性与改变共存，要开发出更高

的意识与创造力，吸引新的员工并发展出合作

的关系。“未来组织新样貌”一书非常吸引人，引领我们认识新的

现实情况。在这个新现实中，明日的组织会变成进化的温床，以其

有能力实现更高层次的潜力。在这样的世界中，成功不是压垮竞争

对手、利用人、或为生存而战，而是看你的 精神实力。作者过去 40 

年来担任企业组织的高级顾问。她是商业世界新语言的创新先驱，先

前也针对组织议题出版过 5 本著作。 先前出版的

未来组织新样貌
布若荷‧克连‧塔依尔博士

Living Without Cancer - Handbook of 

Integrative Methods for Cancer Treatment    
Joseph Brenner, MD 

无癌生活 – 

癌症治疗整合方法手册

约瑟夫‧布莱纳医师

约瑟夫‧布莱纳医师是位革新的肿瘤医学家，在本书中他从三个角度：

肿瘤医学专家、运用当代另类医药的医师，以及癌症病患的自己，叙

述他治疗癌症超过 30 年来的个人经验。

癌症病人和专家会发现这本手册详尽、明确，而且包含了癌症预防

与治疗 –结合传统与当代的医药，最新的信息资源。

书中所提及的治疗方法经过科学研究，也经过多年实际行医验证。

其中有一章摘要了各种癌症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另一章更指出预防

与治疗癌症症状的整合方法，以及癌症治疗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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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menian Genocide:
Forgotten and Denied

Yair Auron

   G e n o c i d e

On April 24, 1915, in the course of WWI, the rulers of the crumbling Ottoman 
Empire embarked upon a campaign of extermination against the Armenian people. 
Within less than a year—after 2,300 years of living, working, and creating in 
Armenia—almost no Armenians remained.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ose who survived became refugees disperse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Armenian genocide was the first genocide that was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in the West. However, no decisive response, action, or an attempt at prevention 
was ever taken. The modern state of Turkey was founded in 1923, and firmly 
resolved not only to forget this appalling chapter in its history but also to deny it.  
 
This book explores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its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text. It also addresses the effort, unprecedented in its scope and intensity, which 
has been put into denying the genocide, as well as the world's position on the subje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Forgotten and Denied is part of the series Genocide, 
which offers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the subject of genocide. Each volume 
constitute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is larger endeavor, but also stands alone in its 
own right.

Titles in the series include:

● Yair Auron, Reflections on the Inconceivable: Theoretical Aspects 
 in Genocide Studies
● Arnon Gutfeld, Genocide in the " Land of the Free":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1776-1890 
● Eitan Ginzberg, Conflictual Encoun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an Peoples of 

Spanish America
● Ariel Hurwitz, Hurba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s by Nazi Germany
● Benyamin Neuberger, Rwanda 1994: Genocide in the " Land of a Thousand 

Hills"
● Israel Charny, "And You Shall Destroy the Evil Inside of You": We are the Human 

Beings who Commi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 Gilad Margalit, Nazi Germany and the Gypsies

Professor Yair Auron, author of this book and editor of the series, is a lecturer on 
genocide, genocide education, and contemporary Jewry at the 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 He has published numerous books and essays on these subjects in Israel, USA 
and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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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Gold in the Holy Land -

100 Years of Oil Exploration

Bezalel Lavi

圣地的黑金 – 

石油探矿百年历史
贝扎雷‧拉维

这本独特的书搜罗了以色列圣地上,石油探勘活动的完整研究。

对于中东地区自20世纪之初起至今的石油探勘活动,从未有如此完

整、综合性的研究。

本书的第一部分综述了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时期,以及英国托管巴勒

斯坦地区时期的探勘活动历史。

另外,英美之间的争议、对标准石油等英美企业的授权许可议题,以及

英美之间的政治较量等,在本书中也详细陈述。

本书的第二部分则叙述自66年前以色列建国起至今的石油探勘活动

历史。 先前出版的

The Deadly Sting
Natan Gefen

致命一蛰

纳坦‧盖芬

本书是作者长期以来对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的事件彻底调查的结果。 

本书主要靠着犯人阿米尔（Yigal Amir）的几次出庭、与相关人士的接触调

查，以及收集文献记录、报导和分析等而写成。作者纳坦‧盖芬检验了官方

的犯人调查报告，提出警察的档案中有多处矛盾的地方还有他重要的发现，

包括开枪的迹象、事件的时间点、枪支的种类与发射距离等。作者的调查主

要是依据抢救拉宾的伊希罗夫医院（Ichilov Hospital）的病历进行。作者

得到一位专治枪伤的医师协助，分析这些文件和法庭报告，同时也协助采访

那些救治过前总理的医师们。从医学报告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情况的大要，

拉宾遇刺并被紧急送往医院，身上只有一个伤口，胸前的枪伤导致了他的死

亡。经过分析导出一个结论，即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疏失。 先前出版的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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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Moshe Elbaum

智能整合
摩西‧埃尔邦

一个革新性的方法，无须药物，逐步渐进的提升您孩子的能力。

你的孩子是否被诊断出患有过动症（ADD或ADHD）？失语症？阅

读障碍？行为问题？在家里或在学校找麻烦？或者你的孩子是否接

受药物治疗？在这本革新性的书中，你会发现这些症状和问题的物

理成因，还有更多其他内容。你也会发现一个按照步骤指导你的在

家训练计划，让你可以改进孩子的情况。这本书从一个不同于传统

治疗师和医师的角度，展示了学习和行为障碍 – 它将教你不用药物

就能简单、快速改进孩子情况的方法。

Academic / Professional 学术/专业



The Final Redeemer

Alon Dahan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with 

an Essential Software Tool

Asher Shkedi

The commitment- The impact of 
American Jew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Doron Almog

智能整合最后的救世主
阿龙‧达汉

运用必要软件工具进行

量化数据分析

亚舍‧谢可迪

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

建国的影响研究

多伦‧阿默格

整个20世纪的下半叶，拉比梅纳罕姆‧孟德尔‧施尼尔森（ Menachem 

Mendel Schneerson）一直都是哈巴德-哈西迪运动（Chabad Chassidic）

的“莱伯”（Rebbe）。这个先前非常封闭的团体后来扩张成为一股巨大的

势力，即使在非犹太世界中也感受得到它的影响力。在这本深入研究的著作

中，作者详述了拉比施尼尔森那弥赛亚式的主张，它的目标和实践方法。

以色列奖得主，希伯来大学的约瑟夫‧ 丹教授（Joseph Dan）说，“阿龙

博士对卢巴维奇莱伯的研究是对拉比施尼尔森个人，这位20世纪犹太精神

世界的核心人物，最综合性、最有系统的深入分析。”

阿龙‧达汉博士是希伯来大学犹太思想的讲师。2007年时，他以其卓越的

学术贡献而获得了施洛缪克奖（Schlomiuk Prize）。

本书的重点在于量化研究的方法，除了要作为研究的工具外，对于

需要了解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他们的研究相关的研究人员和学生而

言，也可以作为实用的指引。 

本书是以量化研究的实用定义为基础，建议六种元方法论，这六种

元方法论包含了量化研究的所有类型。作者以清晰、简明的讨论来

处理量化研究方法的原则，主要锁定在分析方法的模式上。作者给

数据分析提供了指引，并将六种方法论模式必要的程序作了区分。

书中另包含联结“Narralizer”– 这将引导读者取得一个独特的软件，

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进行量化研究的分析。 先前出版的

在本书精彩的分析中，多伦‧阿默格叙述了美国犹太社群在协助以色

列为独立奋斗上，所扮演的曲折角色。 虽然美国政府态度有所迟

疑，但美国犹太人看到了在大屠杀和二战结束后，建立犹太家园的

正当性。就在违背国家政策，而且通常是在违法的情况下，支持犹

太人建国的美国人坚定的提供这年轻国家所需，为建立现代中东地

区重要的同盟奠下了基石。

Academic / Professional学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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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On a One Way Lane 
Haim Greenfeld

生活单行路是一部惊险小说，主人公叫尤瑞，他年轻而健壮，却被

查出患有严重的白血病。尤瑞发现他的主治医生可能准备牺牲他的

生命并另有企图，这更增加了故事的曲折。尤瑞随后逃到纽约，他

找到了器官捐献者并做了移植手术，后来却发现有人试图破坏他的

行动。字里行间的神秘色彩使得悬念重重、吊人胃口。时钟不曾驻

足，尤瑞可否生还？ 先前出版的

在上海市的中心区，一座高级写字楼的五十二层，一支高级经理人

团队被告知他们的曾经显赫一时的公司破产了。龙可辛是一位年轻

有为的心理学家和风险管理专家，他被紧急调往现场处理此事。他将

凭借着独到的手段，非正统却神奇的人生阅历来帮助公司度过难关。

龙可辛的故事依据作者的真实经历改编，以自传式小说的形式呈现

在读者面前，引人入胜。 先前出版的

No Boundaries Living 
Eran Aloni

生命无疆
艾伦‧艾罗尼

生活单行路
海姆.格林菲尔德

大海的庇佑是作者盖本陶的第一部冒险类、惊险小说。

一位受命于以色列情报机关精英组的海军突击队战士正在完成着自己

的双重任务：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所需要的一个正常的以色列人的家

庭生活以及他的另一身份所带来的恋人和新的生活。

本书简单描绘了独立于我们正常生活之外的黑暗世界的生活。各种有

争议的暗杀任务、谍报以及双重间谍事件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

我们却毫无察觉。 先前出版的

Shelter by the Sea  
Guy Bental

大海的庇佑
盖本陶

Fiction 虚构类



Fiction虚构类

史提夫突然被传唤到兰利的美国中情局总部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扯

上了一个牵涉多国企业，大型金融机构，以及支持全球恐怖主义国

家的全球性大阴谋。 

“全权暖化的阴谋”是本惊悚著作，讲述自工业革命 – 能源革命以

来，世界所见的技术与社会变迁。 本书呈现了替代能源的生产与运

用的最新技术。它不是科幻小说。这些技术今天都实际存在，有一

些你还可能听说过。本书探讨了一些今天全球性的议题：“温室效

应”是人为的结果吗？“全球暖化”是政府的阴谋吗？是谁在暗中

操控？这是真的还是一场骗局？它真的会发生吗?…或者它已经发生

了…? 先前出版的

Global Warming Conspiracy 
Adi Ben Artzy, PhD

全权暖化的阴谋
阿迪‧班‧阿尔奇博士

才一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我们的女主角马上就感到对这个地方和时间

似曾相识的感觉包围了她。前世的人们和事物情状突然出现。意外继

承的一笔遗产迫使她踏上一个充满神秘、家庭秘辛，和无尽之爱的旅

程。“这怎么可能发生，”她问自己。“这是梦吗？会不会这些幸福

转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作者创造了一个紧密编织的故事，让读者在

现实与虚幻间流连，并带领读者徜徉在无尽之爱的极致喜悦。故事背

景设定在令人欣喜的意大利乡间。

In Between Two Homelands  
Varda Ginzachi

就在故乡之间
薇妲‧金沙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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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公元70年，以色列这块土地受到罗马严酷的统治。犹太人对

罗马压迫者的反抗最后以悲剧收场，同时贝瑞尼斯和提督那决定性

的会谈也塑造了犹太人的历史。

贝瑞尼斯女王是一位犹太女王，也是犹太王的公主，集美丽、财富

与智慧于一身。她结过3次婚，当过2次寡妇，另一次则是以离婚收

场。她第一次陷入爱河– 但是却爱错了人：提督。提督是个残暴的

罗马将军，也即将继任皇帝。他屠杀无辜的犹太人、男子、女子和

小孩，毁了犹太首都耶路撒冷，还把圣殿这个犹太人民族与宗教的

核心给烧成灰烬。

贝瑞尼斯女王怎么能爱上她人民的罗马敌人，和他联手对抗自己的

犹太同胞呢 。 先前出版的

本书是一群英雄豪杰坚毅不屈的奇幻故事。“喂了会饱，而打了会痛。”

“Broken Fingers”以轻松而流畅的笔法写成，是一本节奏快速的小

说，讲的是7个不同阶层英雄人物的故事，他们各有自己的动机，各

自踏上奇妙世界既精彩又令人害怕的神秘之旅。在路上，他们会发现

性命就掌握在老天手中，遭遇各种看起来无法克服的险阻，而最大的

挑战就是他们彼此为对方所设下的难题。戏剧化的转折会让读者说不

出话来，随着剧情的起承转合，故事兜了个圈又回到原地，故事到最

后达到高潮，在主角的身心上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The Love of Queen Berenice
Havazelet Farber-Scheffer

Broken Fingers
Amir Abu Sada

贝瑞尼斯女王之爱
哈娃泽列‧法伯-谢佛

断指
阿米尔‧阿布‧萨达

洛杉矶1984年，也就是奥运那一年。嫁给商界大亨马修‧齐林渥

斯（Marshall Killingworth）的德宓特拉，齐林渥斯（Demetra 

Killingworth）看来应该是什么都不缺的女人- 美貌与智慧兼具，还

有一幢位在贝莱尔的豪宅，里头装满了无价的艺术品。除了这些还

有什么想要的吗？是幸福吗？ 

德宓特拉是被修女在孤儿院里养大的。当她鼓起勇气想寻找亲身父母

时，马修威胁她，警告她真的这么做的话会有很可怕的效果。

德宓特拉放弃了优渥豪奢的生活，创造一个更简单但是更丰富而充

实的生活，随着她对亲身父母的追寻，也让她重新找回自由和决

心。 先前出版的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Biance E. Caldwell

事情的代价
碧昂丝‧卡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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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新施惠国国民，75年之久的“饥饿游戏”主宰着我们的人生，

也带来许多悲哀而恐怖的难解之谜。

到此为止！自从白雪政权失势以来，很多事情都明白了，包

括“Hunger Games ”和“Avox Service”的执行长，迈格努斯‧奥

古斯都‧克拉尔（Magnus Augustus Clarr）所写3份曝露内情的文

件，他是仅次于白雪的第二号人物，也是即将接任总统的人。在这

些文件中，卡拉尔不留想象空间，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各个“饥饿游

戏”部门邪恶的内部技术活动和各个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此致

派勒（Paylor），新施惠合众共和国总统

The Hunger Games Protocol
Robert Greenberg

The Love of Queen Berenice
Havazelet Farber-Scheffer

Broken Fingers
Amir Abu Sada

饥饿游戏
罗伯特‧格林伯格

FROM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Dear citizen of New Panem,

For seventy fi ve years the Hunger Games have dominated our lives and 
have been the source of much sorrow and fearful mystery.

Until now!

Since the fall of the Snow régime much has come to light including three 
revealing documents written by Magnus Augustus Clarr, CEO of the 
hunger games directorate and Avox services, a man second only to Snow 
himself and the heir apparent to the presidency.

In these fascinating pages Clarr leaves little to the imagination and explains 
in graphic detail the vile inner technical workings of the various hunger 
games departments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Escort, Mentor, Peacekeeper, 
mortuary and arena staff, bio-services, tribute handlers the media and 
advertisers to name a few as well as an insight into the directorates 
grotesque TV production values and techniques etc.

Clarr also reveals the fascinating reality about the Avox and sheds light 
onto the fate of many of our loved ones sentenced to, “Rebirth Avox” and 
fi nally he courageously identifi es and condemns the gross injustices’ of the 
Snow régime.

Be warned, Clarr’s work is often brutal and horrifying, but then again so 
were our lives!

I commend it to you.

Regards,
Paylor, President.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New Pa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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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oth Sides of the Midline
Jacob Gindin

中线两边
雅各‧金定

当家里其中一个孩子生病了，这个家会变成怎么样？谁会是正常如

昔，谁又会失常？以前潜藏的问题，现在一一浮现。秘爱、憎恨、挣

脱不开的生死想法。

“On Both Sides of the Midline”一书描述了那种骚乱，以及在感性

和理解协助下重回生活正轨。

雅各‧金定博士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出生长大。他在以色列、欧洲、美国

和中国都是具有临床、研究和教学经验的医师。1988年时他获颁大卫

营中心奖（Camp David Institute Award），也参与过许多老人医疗

方面的项目与计划。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Biance E. Caldwell

就像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旅行，从一个想象和经验过渡到另一个，这

本证词式小说的叙述者记录了一场鲜为人知的旅程。旅途就从对恩

特雷里奥斯（Entre Ríos）一处犹太小村的记忆开始，当时惠尔许

（Hirsh）男爵积极地拯救他的欧洲同胞不受迫害和反犹主义的攻

击。旅程继续到现今，中间穿插了一些不寻常的角色，他们探寻历

史，也作出了自白。

大卫‧凯达（David Keidar）以不太一样的散文体撰写，没有显现出

一丝后悔或炫耀。从文字中，你会觉得他好像就和朋友坐在基布兹的

营火边，身历其境。这些被细细描述的故事以极简的方式呈现出来，

因为它陈述的是一场值得认识的生命历程和世界历史。 先前出版的

A Pilgrim in the Land of Goodness
David Keidar 

善地之旅  

大卫‧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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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尼‧卡赫隆（Ronnie Kakhlon）半夜被叫醒去调查一架民航机坠海

的事件。他很意外地发现驾驶员不是别人，正是在赎罪日战争时帮助

他度过个人危机的丹‧萨吉 （Dan Saghi）。丹悲剧性的死亡让他回

想起战斗的经历，以及那巨大冲突留给他的创伤。朗尼调查了坠机

的人为因素。他愈是深入，就愈清楚地看到丹不是当初他所认识的

那样。对丹人生的探究，让朗尼重新检视自己同样岌岌可危的人生。

“迷航”（Vertigo）是一本充满悬疑性的小说，故事一路从深沉的

绝望与毁灭的谷底攀升到决心与勇气的巅峰。本书检视了军队同袍战

友之间的关系、揭露出男性的感性面、女性的毅力和对情爱难以满足

的渴望，同时还伴随着坚决的自我实现。在那令人颤动的结局中，每

一个主人翁都有不同的呈现。

本书文笔流畅、风格大胆，带领读者一窥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

飞行员的世界，他们褪下军服后的平民生活，以及三十多年后的21

世纪之初他们与妻子间复杂的关系。

蓝恩‧格伦（Ran Goren）是一位少将（后备），也是以色列空军前

副总司令和以色列国防军动员处处长。“迷航”（Vertigo）是他

的第一本著作。

迷航  

蓝恩‧格伦

Vertigo

Ran Go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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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a Mia”叙述了三代以色列女性翔实、绚丽又充满波折起伏的故

事。我们第一位女主角是贝卡‧巴哈（Becka Bachar），故事开始在

19和20世纪之交暴动中的雅法城，在阿拉伯裔邻居的协助之下贝卡

很快就要生下歌乌拉（Geula）。贝卡靠着麦蛋糕和算命养活一家。

歌乌拉后来从商，而她的女儿蜜亚‧费德曼（Mia Feldman）则是一

位成功的钢琴家，她带着我们走向巴黎、利马和纽约。从年轻的特拉

维夫开始，一直到新世纪之初再度回归，在这迷人的叙事和历史之旅

中，三位女性都经历了深刻而浪漫的遗失与消逝。

欧舒拉‧科特勒是一位记者、电视新闻主播和作家。“Ija Mia”是她

第二本著作。 先前出版的

蜜亚一家

欧舒拉‧科特勒

Oshrat Kotler

Ija Mia

Ija Mia delivers an accurate, flamboyant and often stormy 

depiction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Israeli women. We meet our 

first heroine, Becka Bachar, shortly before giving birth to Geula 

with the help of an Arab neighbor, amidst riots in the city of Jaff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Becka provides for her family by 

selling cakes and fortune telling. Geula becomes a business 

woman, while her daughter, Mia Feldman, a successful concert 

pianist, takes us to the boulevards of Paris, Lima and New York. 

All three women suffer deep romantic loss in this fascinating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journey which departs from young  

Tel Aviv and returns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entury.

“Oshrat Kotler captivated me with her engaging historical novel 

which allowed me to step into the shoes of compelling characters 

and experience the colorful and sensual world of Bulgarian 

emigrants in Tel Aviv from the 1920’s to the present.” 

Yochi Brandes, celebrated author of Akiva’s Orchard.

Oshrat Kotler is a journalist, television news anchor and author. 

Ija Mia is her second book. 

  

Ija Mia

Oshrat Ko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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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Fiction / Memoir 非虚构类/回忆录

1982 年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大战之后，黎巴嫩的穆斯林商人纳兹姆

和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的犹太人尤拉姆‧卡茨之间建立了友谊。随着

相互了解和信任，纳兹姆把自己和妻子无法生育这件事告诉了尤拉

姆。尽管文化背景和宗教观点带了巨大的不同，尤拉姆还是诚心诚

意地帮助这对夫妻。 先前出版的

Bundles of Hope 
Yoram Katz

缕缕希望
尤拉姆‧卡茨

"罗纳德‧菲诺是个美国英雄。身为水牛城黑帮前任二老板，约瑟夫‧菲

诺（Joseph Fino)的儿子，他也曾被视为效忠黑帮，早晚要掌权的继

承人。在他叙述生动的新书中则讲述了一个大胆勇敢的年轻人，如何

对抗这黑暗面，转变成一个好人。” – “The Hoffa Wars”作者，

丹‧莫迪亚（Dan E. Moldea）

“罗纳德‧菲诺过着双面人的生活；一个极其危险的行动；这需要欺

瞒、灵活还有胆量才能这么做，还要面对痛苦与恐惧的余波。” –“华

尔街日报”普利策奖得主，史丹利‧潘恩（Stanley Penn） 先前出版的

三角出口
罗纳德‧菲诺

The Triangle Exit
Ronald F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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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FINO HAS SEEN IT ALL 
AND EXPOSED IT! 

“R ON FINO IS AN American hero. As the son of Joseph Fino, the 
former interim boss of the Buffalo mob, he was once viewed as 

Mafia royalty, an heir apparent to the throne. His vividly-written new 
book tells a remarkable story about an amazing and courageous man 
who turned away from the dark side and became one of the good guys.”
—Dan E. Moldea, Author, The Hoffa Wars

“A N AMAZINGLY BRAVE man who sacrificed his way of life to fight 
for the little guy and gal and his country.”—Eugene Methvin, 

Readers Digest, Editor

“R
ONALD FINO LED a double life; A dangerous tightrope act; of the 
duplicity, agility and nerve such a performance demands, and of 

its aftermath of bitterness and fear.”—Stanley Penn, Wall Street Journal, 
Pulitzer Prize Winner

“R ONALD FINO’S LIFE is like something out of a Robert Ludlum 
thriller. You have to keep reminding yourself that this is totally 

real, which makes it all the more fascinating.”—Peter Edwards, The 
Toronto Star

5.

这本书和你见过的一般历史书完全不一样，相反的，

它以嘲讽 – 而且写实 – 的方式，处理晚近150年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和

决策。 你会了解这些事件的情况：

• 拿破仑三世掉到俾斯麦的陷阱里（1870）

• 法国名将霞飞总司令大胜马龙一战（1914）

• 疯狂希特勒击溃法军（1940）

• 芬兰总司令曼纳海姆大胜苏联红军（1939-1940）

• 斯大林赢得莫斯科之役（1941-1942）

• 林肯在第一次牛奔河之役几乎输掉整个内战（1861）

• 沙龙总理成功平息第二次巴勒斯坦暴动（2001-2004） 先前出版的

笑话历史
米歇尔‧哈斯格
艾胡德‧福克斯

Historical Decisions 
Hysterical Decisions
Michael Harsgor & Ehud Fuchs



Non-Fiction / Memoir非虚构类/回忆录

小宝莲是个优秀的学生，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但她却被迫面

对法国犹太人大屠杀的残酷现实。她被迫和她的家人分开，最后被

她的父亲遗弃。

尽管有如此艰困和骇人的经历，宝莲依旧乐观而纯真，即使在人生

最黑暗的时刻，依然对生命充满热爱向往。这本自传撩动了存在的

丝弦，让我们思考存在，并将焦点放在我们对家庭、传统和国家的

强烈归属需求和基本权利。 先前出版的

I Love You My Child,
I’m Abandoning You
Ariela Palacz

孩子我爱你，
我要抛弃你
艾莉耶拉‧帕拉兹

Ariela Palacz

I Love You My Child, 
I’m Abandoning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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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You My Child, I'm Abandoning You is an exciting, 
human documentary taking place in Fr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 Ariela's story plucks at existential strings and 
focuses a spotlight on our strong needs and basic rights to 
belong—to a family, to a tradition, and to the nation.

     

ARIELA PALACZ (AS PAULETTE SZENKER) 
shares her life story with the reader, 

weav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ogether 
in an authentic and moving journey 
between Fr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 and 
Jerusalem of today.

Little Paulette, an excellent pupil 
surrounded by a loving family, is forced suddenly to 
confront the cruel reality of the Holocaust of French 
Jewry, forcibly separating her from her family and 
causing her to be abandoned by her father.

Despite the difficult and shocking experience that 
she copes with as a young girl during the Holocaust she 
remains optimistic and naïve, with a thirst for life even 
in her darkest hours. 

Ariela's story honors the memory of French Jews 
who perished in the Holocaust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ressing the will to live, the revival, the optimism, and 
the bravery that characterize those who survived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s of the Jewish people.

[The grandchildren – Roi, Shirly and Gali Edelstein]

 

9.

当你被标为“不可靠对象”时，你还能躲到哪里去？

纳粹征服波兰，让塞弗林逃到俄国去，当时他才17岁而已。俄国人

不但没有庇护他，反而在严冬中把他和其他20个人一起塞进一辆小

火车，送到俄罗斯劳改营里去。疲惫、寒冻和疾病，让他们一个一

个倒下死亡。但塞弗林活了下来。

战后，塞弗林回到波兰，发现他的祖国弥漫着反犹太的思潮。

最后，经过多年奋斗挣扎，他和妻子抵达以色列，这个他们现在和儿

孙一同居住之地，也是塞弗林“真实”生命继续展开的地方。

先前出版的

The Moving Account of an
Unreliable Object
Severin Tsur-Tseilingold

'不可靠对象’
的真实记录 
塞弗林‧祖尔-柴林格

"梦境抑或现实”的故事讲述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大屠杀，

它是众多反映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一。

"梦境抑或现实”取自一个男孩的真实故事。他是众多饱受饥寒、疾

病和高压恐怖的孩子之一。但他却顽强不屈，最终存活了下来，并

有幸讲述他的经历。作者描绘了主人公在大屠杀背景下的生活以及

他如何在恐怖的阴影下追求自己的生活。 先前出版的

Dream or Reality 
Amos Blas

梦境抑或现实
阿莫斯‧巴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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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ey to Jerusalem  
Avraham Adgah

"耶路撒冷之程”讲述了一个人的旅行游记以及一个民族的历史。阿弗

拉翰.埃德加生于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聚居区。他们始终心系以色列和

耶路撒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历经几年的准备，数千名埃塞俄比亚

人开始了去往圣地以色列的旅程。”耶路撒冷之程”源自真实故事，

它赞颂了突破思想束缚，通过强大的意志扫平一切障碍的顽强精神。

先前出版的

耶路撒冷之程
阿弗拉翰‧埃德加

Non-Fiction / Memoir 非虚构类/回忆录

作者悄悄带你领略一大群新发现和新认识，它们足以让你的脑袋转

来转去。其中的主题包括身心福祉、时间的概念、创造的基础、魔

法巫术等等，还有更多。这些是以科学的方式来揭露自然法则的奥

妙，这些自然法则长久以来逃开了人们的掌握，一直存在，而且在

包藏我们存在秘密的暗黑迷宫中持续欣欣向荣。“我要告诉你们一

项可以解决我们存在的谜团，并让我们的存在更完整的科学研究。

它涵盖了身心健康、时间概念、构成原则，甚至生物行为发生的方

式等，所有的面向。”

"我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听听我那悲剧又迷人的故事吧。”“

那都是真的。” 先前出版的

The Dark Maze 
Nissan Sinai

暗黑迷宫
尼桑‧西奈

Agricultural Prosperity in Dry Africa
Dov Pasternak

干燥非洲的农业荣景
多佛‧帕斯特纳克

多佛‧帕斯特纳克教授的工作，在以色列可说是滴灌的先驱之一。他研究咸
水灌溉，也进行旱地作物驯化的工作。因为他的成就，他获得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沙漠领域的教席。过去10年来，帕斯特纳克教授担
任尼日國際半干旱熱帶作物研究所（ICRISAT-Niger）作物多样化项目的
总科学家，之后并担任多个发展项目的顾问。
本书叙述的就是他在干燥非洲的亲身经验。
无论是门外汉或是科学家，本书适合所有人阅读。
对于有兴趣推动非洲农业发展的人来说，本书更是非读不可。
本书一开始先说明为什么有这么多发展项目会失败，而又应该怎么解决这
个情况。然后作者提出许多系统、技术和作物的建议，以创造一个收益性
更好的农业。本书强调就现在的情况来说，解决之道就是要对蔬果和收益
性更好的大田作物进行灌溉，最后则对发展项目的执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书中内容还包括44帧照片及作者个人生命经历的轶事，让这本书读来容
易且充满乐趣。



“回家之路上的蛇和梯子”讲述了绝望之后再获新生的故事，它具

体讲述了作者被强奸后的悲惨境遇。经过二十年间坚持不懈地记录

和思考，作者最终勇敢地开始了疗伤之旅，开始了一种全新的自我

内心调理。 先前出版的

Snakes and Ladders
on the Way Home  
Dana Berenzon

回家路上的蛇和梯子
丹娜‧贝伦森

Non-Fiction / Memoir非虚构类/回忆录

夏布泰‧诺伊医师（Dr. Shabtai Noy）是位国际知名的创伤权威，在

经过 18个月与脑瘤奋斗后与世长辞。本书记述了他的遗孀碧哈‧诺伊

女士（她自己是位专业顾问），对说再见这件事个人而动人的心路历

程。虽然逝世和走向死亡的主题是充满情感且悲情的，碧哈却说她

这趟经历“令人意外地，让她更强壮也更完整。” 随着记事展开，

我们跟着她走这一趟，会让读者“更感激、更爱护生命，也更珍惜

生命美妙而有意义的每一刻。”碧哈还讲述了一些背后的故事，包

括她和医疗体系和害怕面对死亡的医师交手的事情，家庭与疗养院

之间的冲突，她成为新家长的角色，以及困难的道德抉择的故事。

先前出版的

Borrowed Time
Bilha Noy, PhD

借来的时间
碧哈‧诺伊博士

Agricultural Prosperity in Dry Africa
Dov Paster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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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令人赞叹的书中，我们会认识塔娜‧史登，她是二战后饱受凌虐的
欧洲里头一个小婴孩。在那精彩的故事中，90年代初期一场平凡的搜寻，
却翻出许多动人的故事还有她的家族最不欲人知的秘密和记忆。 你看塔
娜在书中分享她的人生故事时，耳边好像可以听到她的声音。随着故事
的开展，大动荡迫在眉睫，但是塔娜仍然乐观、怀抱希望，充满毅力。
她从没忘记提醒自己，真相必须大声讲出去，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塔
娜希望把希望、决心和毅力的信息传递出去。“我记得一切，”塔娜
说，“而我也祈祷这本书可以点亮你心中的希望之烛…”她从不害怕说
出事实，再可怕也不畏惧。
因此，随着我们投身进入塔娜神秘的世界，她的文字所展现的勇气与魅

力也使我们深深着迷。 先前出版的

班尼‧策尔曼成长于1940年代，早在以色列建国前的“小特拉维夫”

。这个位在巴勒斯坦地区小小的犹太社区必须面对阿拉伯暴徒、不

友善的英国警察、从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逃难出来的非法移民，以

及严重缺乏物资的窘境。

班尼是在犹太复国青年运动的价值熏陶下长大：他爱国、为以色列

国防军的战斗部队效命，对建立犹太国家充满狂热。

班尼在委内瑞拉度过了多彩多姿的18年岁月，并在1983年带着家

人回到以色列。他投入大部分时间和心力在取得艺术品上，尤其着

重在南美地区。

“Adios Chavez”是班尼‧策尔曼精彩人生的自传。 先前出版的

就在基布兹马佳勒（Kibbutz Magal）欢庆五旬节（Shavuot）的

舞会上，作者吉迪翁‧艾格斯遇到了米莉安‧本-多佛‧格菲勒（Miriam 

Ben-Dov Gefel）。接下来56年他们一直一齐跳着人生的舞曲，直到

在塞浦路斯酒馆的最后一支舞为止，3个月之后米莉安因为癌症过世。

吉迪翁‧艾格斯收集了许多爱米莉安的人们对她的文件记录、访问

信、证词、颂词、悼词和回忆，为米莉安精彩丰富又充满意义的人

生，从乌克兰利沃夫到二战时让她失去双亲和藏匿在山区的波兰，

创造出一幅美丽的织锦画。米莉安把她无尽的爱献给大家，所有认

识她的人也都回报以最挚切的爱。 先前出版的

Out of the cellar
Tana Stern

Adios Chavez
Benny Zelman

Endless Love
Gideon Eiges

揭开尘封的记忆
塔娜‧史登

再见查维斯
班尼‧策尔曼

支那
吉迪翁‧艾格斯

Ben Zion Zelman

Adios Chavez
Ben Zion Zelm

an

Adios ChavezAbout the book

Endless Love:
In Memory of Miriam Eiges 

(1937-2013)

Gideon EigesG
ideon Eiges

Endless Love

While appearing at the Shavuot festival dance in Kibbutz Magal, 
Gideon Eige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met Miriam Ben-Dov (Gefaell). 
They continued to dance together for the next 56 years, until their last 
dance in a Cyprus tavern, three months before Miriam succumbed 
to cancer.

Gideon Eiges has gathered together memorable moments of his wife’s 
life, using documents, letters, interviews, testimonials, eulogies, 
and memories of those who loved her. He has created a tapestry of 
her fascinating and meaningful life. Miriam, a Holocaust survivor 
who lost her parents and who didn’t experience love as a girl, gave 
infinite love to everyone around her. She was dearly loved in return 
by all those who knew her.

When Gideon met Miriam in Kibbutz Magal, he never imagined that 
she wasn’t a sabra. He soon learned of her roots in Lvov, Poland (today 
the Ukraine) where she was born towards World War II. A moment 
before their separation, her mother asked to hide Miriam and save 
her. After being move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Miriam reached a 
shack in the Polish Carpathian Mountains where she was hidden by 
nuns. For four years, she lived as a Christian in that shack, designated 
to be blown up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German officers who were 
living in the area. In 1947, the ten-year-old orphan immigrated to 
Israel, and was adopted by her aunt and uncle in Haifa where she 
found a warm and loving home. Miriam studied mathematics and 
became an excellent and esteemed teacher, beloved by her students 
and teaching colleagues. Every word of this book echoes the love 
Miriam gave in her professional life and within the family she built 
with Gideon. 

Non-Fiction / Memoir 非虚构类/回忆录



“Hopeless Wars”是关于苏联犹太人在20世纪努力挣扎着回归以色

列的故事。亚沙‧卡斯科夫（克德米）的个人故事和努力过程非常吸引

人。本书中揭露了政府内部和政治人物间，有关决策过程的新资料，这

些人物包括：普京（Vladimir Putin）、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西蒙‧佩雷兹（Shimon 

Peres）、本雅明‧内坦尼亚胡（Binyamin Natanehu）等。

雅可夫‧亚沙‧克德米1940年生于莫斯科，出生时名为亚沙‧卡斯科夫

（Yasha Kazkov）。19岁时，他冲入莫斯科的以色列大使馆，展开

公开的对抗行动要帮助在苏联的犹太人移民回以色列。2年后，他成

功的只身来到以色列，最后更成为纳提夫（Nativ）的领导，这是专

门协助东欧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组织。

Hopeless Wars 
Yaacov Yasha Kedmi

不为人知的战争
雅可夫‧亚沙‧克德米

Non-Fiction / Memoir非虚构类/回忆录

雅可夫‧沃齐斯拉夫斯基从犹太隔离区的苦日子，和自己家乡琴斯托霍瓦

（Częstochowa）的劳改营活了下来。

他受到波兰人芭芭拉‧哈吉达斯（Barbara Hajdas）的庇护，她因为冒着自

己生命危险从纳粹手上拯救了14个犹太人的生命而被誉为“外邦义人”。

当波兰获得解放后，沃齐斯拉夫斯基向自己发誓也要做同样的事情，这

样犹太民族才不会再度面对灭绝的危机。

1945年时，沃齐斯拉夫斯基来到以色列，并自愿加入哈格纳以色列防

卫军（Haganah）。

1978年时，雅可夫与爱莲娜结为连理，然后共同成立了艾利叶大屠杀与

英勇事迹纪念馆（Ariel Holocaust and Heroism Memorial House）。 

先前出版的

My Revenge
Yaacov Wodzislawski

我的复仇
雅可夫‧沃齐斯拉夫斯基

“OUR “GRAVE” WAS A DUG-OUT HOLE in the ground about 
3.5 feet deep and 6 feet wide. The three of us could 

only sit or lie down on the straw that was under us.  There 
were boards above us covered by straw. It was dark twenty-four 
hours, seven days a week. We stayed like that for 8 months…”

Yaakov Wodzislawski was not quite 14 when the Nazis 
invaded Poland. He survived ghetto life and the labor camp 
in his home town Częstochowa, although his parents were 
sent to the fires of Treblinka. Wodzislawski escaped the labor 
camp and found shelter with Barbara Hajdas, a Pole who was 
later honored as a "Righteous Gentile” for putting her own 
life at jeopardy by saving 14 Jews from the Nazis. 

When Poland was liberated, Wodzislawski emerged from 
his hideout, headed back to his native Częstochowa, and 
made a promise to himself:

“I knew I had to do something so that the Jewish nation 
would never again risk annihilation. I knew that we had to 
build our own state so that Jews could at last defend ourselves, 
and I knew that we couldn't trust our fate to anyone but our-
selves."

In 1945, Wodzislawski entered Israel as an illegal immi-
grant. In January 1948, Wodzislawski volunteered to join the 
ranks of the Haganah. 

Yaakov married Irena, who was also a child of the Holo-
caust, in 1978. Together 
they founded the Ariel Holo-
caust and Heroism Memorial 
House. 

Mr. Wodzislawski died 
in 2013. This publication is 
dedicated to his memory.






 

 

Ho´oponopono. 最近几年, 一个神奇的词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
这是一种关于夏威夷波西米亚文化的艺术, 主要是解决, 平息家庭冲突, 
同时消除我们所面临的记忆, 信仰以及情感难题。
从灵魂的角度上说, 因为权利, 贪婪, 恐惧和仇恨的存在, 自尊心的作祟
让我们彼此的关系越来越远。怎么去消除这些把我们分开并成为对手
的的记忆, 信仰以及情感难题呢? 如何开始意识到海洋并不是在分开我
们, 而是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如何抹去那些让我们生活远离富足的不好
回忆? 如何抹去那些记忆,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我们该如何清除那
些让我们与周边人难以快乐生活的记忆? 如何抛弃那些阻挡我们享受
和感悟生活美丽的一切烦恼? 如何摒弃痛苦向快乐前行?
作者在这本书里告诉了我们答案: Ho´oponopono. 他做的这个, 不仅

融入了高科技, 而且维持它的愿景也表露无遗。 先前出版的

Ho’oponopono - 夏威夷治愈术的先祖艺术
Lili Bosnic

Ho’oponopono
Lili Bos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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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 B
osn

ic Delia Beatriz Bosnic B. Lawich (Lili) 
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现在她

一直生活在墨西哥。 

当她十几岁的时候, “我是谁”

的问题激发她用不同的方式去寻

找答案, 她一直从事于管理学和

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出于理解和治愈伤痛的需要, 使

得她深深陷入私人工作中, 使用

言语和肢体, 和采用非常规的疗

法去获得答案, 以及揭示未知的

秘密。 

她的好奇心使她发现了花香疗法

的奇妙, 通过了解前世疗法促使

她和 José L. Cabouli 博士在墨西

哥组织了一个文凭课程, 现在这

种花香疗法技术正在形成。 

自1999年以来, 她一直负责协调

花香疗法的通讯网络, 组织一些

各种各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疗法

事件。 

她参加这一领域的研究会, 经

常发表演讲, 她同时也给予治

疗咨询意见, 并利用TVP研习会

和Ho'oponono 在布宜洛斯艾利

斯, 西班牙, 尼加拉瓜, 和墨西

哥的多个城市宣传。 

她是 Ho’oponono CD´s 的作

者, 写作过《每日奇迹》, 《让

我告诉你”》。 

Ho’oponopono
夏威夷治愈术的先祖艺术

Lili Bosnic

Ho’oponopono
Ho´oponopono. 最近几年, 一个神奇的词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

界蔓延。

这是一种关于夏威夷波西米亚文化的艺术, 主要是解决, 平息

家庭冲突, 同时消除我们所面临的记忆, 信仰以及情感难题。

从灵魂的角度上说, 因为权利, 贪婪, 恐惧和仇恨的存在, 自尊

心的作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越来越远。怎么去消除这些把

我们分开并成为对手的的记忆, 信仰以及情感难题呢? 如何

开始意识到海洋并不是在分开我们, 而是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如何抹去那些让我们生活远离富足的不好回忆? 如何抹去那

些记忆,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我们该如何清除那些让我

们与周边人难以快乐生活的记忆? 如何抛弃那些阻挡我们享

受和感悟生活美丽的一切烦恼? 如何摒弃痛苦向快乐前行?

作者在这本书里告诉了我们答案: Ho´oponopono. 他做的这

个, 不仅融入了高科技, 而且维持它的愿景也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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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 your Child to Success -
A Guide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ADHD

Maly Danino, PhD

本书是个自助手册，专门用来协助父母了解他们有学习障碍和过动

症问题的孩子。在完整的理论原则基础上，本书引导父母认识自己

的感受，提供新的认知，最后帮助他们学会更多有效的行为模式。

书中所述的方法经过科学实证，参与研究验证的父母们在与学习障碍

和过动症孩子的日常相处上，情况大大获得提升改进。

这个实用的指引也能受用于指导员、教育者、心理学家、教师和此

领域的专 。 先前出版的

"带领你的孩子走向成功之道 – 
给学习障碍和过动症孩童的父母一

个实用的指引"

玛丽‧达尼诺博士

Journey to Internal Kingdoms） 
Dina Eisen, PhD

本书带领读者进入一趟精彩的内在世界之旅，回到我们的核心与正面

积极的存在上。它以轻松、简单且实用的指引，帮助我们建立自己与

内心的关联，让我们重新拾回生命的喜乐。本书将身体与心灵关联起

来，并佐以有科学基础的清楚说明，呈现给我们一个左右脑的最佳整

合。 "探索内在世界之旅”娱乐于实用兼具，它是我们追求安宁的指导，

也协助我们免于沮丧失意，面对沉溺的情况，以及给生活增添欢笑。 

作者是位家庭医师，她致力于促进她所谓的正面积极的健康。数千位

人士都因为她的演讲而受惠，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正面积极的力量。

先前出版的

探索内在世界之旅
蒂娜‧埃森医师

学习障碍和过动症让各地的孩童和青少年吃了很多苦。本书通过多重

领域的发展方法，检验孩童从出生到成人的整个发展过程。其中强调

父母的角色，包括父母可以用来帮助孩童的各种介入模式。

另外也特别关注“父母之音”，也就是在父母抚养子女的多年时间中所

形成的心理与发展事件，而且这是针对不同的孩子而有不同的情况。

本书为家长、教育人士创造了一个新的语言，是帮助有学习障碍和过

动症孩童和青少年实用又有正面效益的指导手册。 先前出版的

Growing up Differently

Ronit Plotnik, PhD
另类成长之路
洛妮特‧普洛托尼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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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亲爱的天使”是雷这个特殊男孩的日记，他被诊断出患有“感

觉调节障碍”（SMD）。感觉调节障碍是感觉系统失调的情况，导

致患者对刺激产生过度迟钝的反应或过度强烈的反应。这影响了孩

童作出适当回应和应付日常生活有8岁，他写信给他的想象天使，请

天使帮助他面对这失调的问题。在这本感

人的日记中，雷回到他家庭和学校的生活体验。他的观察很有趣的

结合了理性、感性和心灵的元素。

父母、师长、教育家、咨询师、心理学家和社工人员都可以从了解一

个患有感觉调节障碍的孩子的生命，获得宝贵的信息。

Letters to My Angel - Happy 
Children in a Sensory World 
Talya Birkhan

给我亲爱的天使 –

 感官世界中的快乐孩子

塔莉雅‧比尔汉

When the Fat Lady Sings… Listen!

Shlomo Hoffert

胖小姐唱歌时… 听啊！

所罗门‧赫福特

本书介绍了7部意大利歌剧巨著中的人际互动。编剧代表的是一个对

人的各种表现敏锐而热切的观察家，他运用音乐的语言和文字把真

实的人生故事说给你听。各个角色则以动态的情景来刻画，这些都

以心理动力的词语来解读。重点要放在编剧创造剧情的能力和音乐

技巧，而歌剧剧本则是用来帮助铺陈剧情。在歌剧中，音乐的运用

就如同戏剧和小说中文字的运用一样。编剧结合了音乐、文字和场

景，创造出独特的一个个人作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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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room Recorder –
Book 1 and Book 2

Shlomo Goldstein

快乐学直笛 – 上下

所罗门‧戈登史坦

“快乐学直笛”上下二册包含了丰富又迷人的歌曲和音乐活动，帮

助读者轻松而快乐的吹奏直笛。

你会学到如何正确的握住直笛，吹出好听的乐声，以及学会基本的

音乐词汇和乐理。

随书所附的光盘也是很好的辅助工具，无论是在家，独自或与朋友

一起，在表演中，或在教室、在学校、或在社团演出，都可以提供

很大的帮助。 先前出版的

Education / Psychology  教育/ 心理

过去二百年来，心理分析持续发展演进。在心理疗法的理论下，治疗

师也发展出不同的治疗技巧，反而丰富了心理分析的理论。

心理分析的理论处理的是复杂的心灵。今天，在心理学的研究上，

心理分析成为许多其他理论的支柱。作为一门发展性的理论，它也

持续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有所演进 。

心理分析已经超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而可以被运用在更广的人类经

验上：艺术、政治、宗教、文化等，还有更多。就是这种知识的广度

才让心理分析持续发展、繁盛。本书就在各种人类经验领域中，将多

种心理分析理论和实际运用呈现出来。 先前出版的

Psycho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Jocelyn Y. Hattab, M.D.

心理分析：理论与实践

乔丝琳‧哈特伯博士

Be a Mathlete! Learning Mathematics 

Through Games and Play

Dr. Yehuda Ashkenazi

一起来参加数学竞赛！

玩游戏学数学

耶胡达‧阿胥肯纳齐博士

本书内含丰富有趣的活动与游戏，帮助从一年级到中学的学生提升

数学技巧。

本书的特色在于通过多样而充满趣味的方式来学习。其中有许多方

法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活动，另外也包含许多针对特定对象应用的传

统方法。

无论您的数学竞赛选手是小学生或是中学生，他都可以从本书的活动

中得到乐趣，这是已经在许多课堂中得到证明的事实。

这些游戏证明了学数学也可以是件有趣的事！



本书内容包罗超过3,000个词汇和谚语，绝对是你学习希伯来文的

最佳指南。

这本书让你的希伯来语沟通更快更容易。简明、容易使用，而且非常

好读，这本希伯来文词汇集让你更容易的建构出简单的语句，正确的

发音，让你不用精通希伯来文也能开口讲希伯来文。

适用于旅行者和初学希伯来文的学生，本书非常轻巧，可以装入背

包带着走，但是内容实用丰富，它帮助你快速、实际还充满乐趣的

运用希伯来文！

经过25年的发展，认知行为疗法（CBT）在今天各种各样心理疗法
中已经取得了极受推崇的地位。对于治疗焦虑症、忧郁症，甚至在
改善精神病行为上，它都是首选的疗法。但它最显著而有效的应用
却是在学校中 – 目标在改善学生行为和促进学术表现。
认知行为疗法之所以吸引人有几点理由。作为一个有效的疗法，其
成功自然得证。它是个短程的疗法 – 比起传统的疗法短得多。认知
行为疗法有明确的系统，大多数人可以在一、两年内学会。正因为
这些理由，它非常适合老师用于提升教学。
本书针对数种教育情况来讨论说明相应的治疗计划，这些情况包括：
如何激励学生、如何处理捣蛋的学生、如何处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D）的学生和校内攻击行为等。 先前出版的

International Phrasebooks
Dr. Israel Palchan

Brief statement about CBT in 
the classroom
Dr. Avigdor Bonchek 

国际词书

以色列‧帕勒汉博士

简述课堂上的CBT

艾维铎‧波恩海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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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to Me!!! 
Your Child and Your Divorce 

Daniel Gottlieb, PhD

夫妻离异是情感的创伤。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特别是考虑到巨大的心理上和经济上的代价。”听我说！！”这本

书本着帮助父母理解孩子的初衷，并不针对他们的思想，而是直接

面对孩子的心灵。丹尼尔.哥特利博士通过自己被法庭任命为心理专

家期间所处理的全国上百起离异事件这一经历，在书中记述了离异

对于整个家庭的影响。 先前出版的

听我说！！！
孩子与夫妻离异
丹尼尔‧哥特利博士

在”从想法到成功”这本书中， 海姆.奥伦博士描绘了一条自我实

现之路。他认为成功的秘密是怎样理解我们的潜意识、其运行的层

面以及它如何转化为能够促使我们的肢体语言达到既定目标和理想

的软硬件条

每一章节都包括理论部分，实例讲解以及配套练习，并相对独立。

所以读者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进度以及内化的水平选择章节进行阅

读。 先前出版的

From Thoughts to Success 
Haim Oron

从想法到成功
海姆‧奥伦

自我帮助Self Help

三年来，同为婚姻治疗师的莉芙卡和汉恩夫妻记录了他们婚姻关系

中，一场从未间断而且袒露真情的对话。他们的对话围绕在与今日

婚姻有关的核心情感和经验上：热情与性、友谊、分享、角色转变、

求爱、压力与冲突管理、和解、原谅等。诸如“爱还在不在？”“能

不能留住爱？”“能不能重燃爱的火花？”等问题，都会开放而毫不

赧颜地加以讨论。“性、谎言和秘密 - 伴侣间鲜少谈及之事”一书，

对于伴侣关系提供了深刻的观点。这本关于他们私密对话的书，已经

打进各地专家和伴侣的心。 先前出版的

Sex, Secrets and Lies - The 
Things Couples Rarely Talk About

Rivka Nardi, PhD , Chen Nardi, PhD

性、谎言和秘密 -
伴侣间鲜少谈及之事
莉芙卡‧纳迪博士
汉恩‧纳迪博士



本书介绍了如何将自己从极端的自我状态中释放出去。作者系临床

心理治疗师，他援引古代的圣贤老子的智慧，提出了四种释放情感

的方法。只有理解什么是自我，我们才能知道如何将自己从源自自

我的愤怒情绪中解放出来，收获真正的幸福。 先前出版的

King Ego 
Pnina Yoeli

自我之王
皮纳‧尤里

常言道“笑治百病”。玩笑式治疗法是你遭遇人生低谷时的一

剂良方。

你是否感到忧伤、愤怒、失落？翻开这本玩笑治疗法，你会找重振

旗鼓、舒缓神经、开怀大笑。尽管生活看似艰难,您也会心怀感恩。

本书搜集了适合全家人分享的幽默故事，它是一种人生哲学，让我

们快乐健康，满怀希望。 先前出版的

Joke Therapy 
Michael Petreikov

玩笑治疗法
麦克‧佩特莱科夫

本书是对伴侣关系这个主题，一趟非常吸引人的自我发现之旅。

它带领读者探索自己的关系，并找出许多问题的答案，包括：

- 为什么爱不足以维持一段成功的关系？

- 什么是“性密性”？该怎么培养它？

- 如何找到正确的伙伴

- 如何解决一段失败的关系

- 性成瘾和性障碍康复治疗 

- 如何避免再度犯下第一段婚姻所犯过的错

- 是否有可能抛下过去而不是放弃你的伴侣？

- 如何挽救伴侣关系

本书提出了独特的方法来帮助伴侣达到更好的关系，让他们能共同计划未来。

先前出版的

The Secret of Being Together - 
A Guide to Happy Relationships

Tsafy and Amos Zur

相处的秘密 – 
快乐关系指南
扎菲‧祖尔与阿莫斯‧祖尔

自我帮助 Self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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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This Crying
Sigal Michaeli

别哭了
喜歌儿‧米哈艾利

自我帮助Self Help

每个妈妈都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宝宝哭？” 

听到自己这么期待又辛苦生下来的小孩哭，很难受。宝宝的哭声让

我们觉得无助，让我们觉得我们不会照顾宝宝，让我们觉得像个失

败者，我们也总是觉得隔壁人家的孩子 不像我家的这么会哭。我哪

里做错了吗？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时，我开始觉得我是个失败的妈

妈，或者我不懂得如何照顾小孩。在本书中，我要介绍一些可以用

于不同父母和不同孩子身上的方法。  

我们不能让孩子一直哭，总是这么难受。你希望孩子够强壮、有安

全感，而且快乐。你希望帮助他成长、生命里充满爱、顺利和喜

悦。我知道你试过好多方法了，也知道你感到失望或者无助。让我

帮助你。我知道好哭的宝宝是什么情况，我也知道该怎么解决。 

宝宝告诉我他们的情况如何，而我想教会你如何和宝宝沟通，其实

秘诀就是好好聆听他们的心声。我想要教会你哭泣的语言，这样你

就不需要翻译了。 先前出版的

The Altruistic Dialogue
Sarah Shalev

ContentoNow(2014)
ISBN-080000008374



每个人都要走上一趟个人之旅。每一个生命的存在、角色和目的都

是独特的。本书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有用模式，来帮助读者系统性

的找出自己前方的生命之旅。作者伊拉娜在这本突破性的著作中所

铺陈的模式，运用了独特的个人性与个人潜藏的目的。在成功的结

果支持之下，这个模式介绍了一系列的步骤阶段并结合了许多程序

和问题，带领读者走向自我内在最深处。 

伊拉娜‧维贝勒过去20年来一直帮助人们达成自我实践。 她生于以色

列，也在以色列学习社会学与管理，同时她也是英国德比大学（Derby 

University）的高级讲师。 

七步打造出你想要的现实。

多年来的个人探索让基尔‧维纳了解到，我们的使命是植根于对发展意

识的追求，同时要创造我们生命的现实。在本书中，基尔用几个层次

来说明这个观念，并提供读者方法来运用他所累积的知识与经验。

本书揭露的进路就是“经过辅导以创造现实及意识的发展”，书中

并记录了他客户所经历的辅导程序。

基尔‧维纳是一位资深的辅导员和导师、讲师，以及如何创造现实与

意识发展辅导工作会的主持人。他已婚，有2个儿子。

Make Your Passion
Ilana Weibel

Bless Every Moment
Gil Weiner

盛赞短暂的每一刻
基尔‧维纳

A practical guide for 
coaches, counselors, 
and anyone looking for 
vocational fulfillment

Ilana WeI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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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na Weibel graduated from the Technion (a 
prestigious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Israel); she began her 
working life as an engineer of aircraft. She has worked 
as a life coach, as a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ecturer. She 
now consults private clients and lives in Northern Israel.  

Growing up in Israel during the 70’s is not an easy thing to do. 
Like many young people as well as adults, Ilana Weibel knew she wanted 
something, but did not know what that ‘thing’ was. She spent the early 
part of her adult life searching for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A chance 
encounter with a life-coach helped find her ‘calling’ in life. She realized 
that it was her destiny to become a coach and help others. Now, after 
years of experience, Ilana wants to share her method with the world.

Everyone has a personal journey. Each life is unique in its essence and 
purpose. This book offers a proven and powerful model that helps 
readers to methodically identify their personal journey. Most methods for 
occupational assessment relate to the person’s characteristics and typology, 
established from systematic questionnaires. The model developed by author 
Ilana Weibel in her groundbreaking book harnesses the unique individuality 
and hidden purpose of the reader, from within their personal fabric of 
desires and passions. Based upon successful outcomes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the model presents a series of stages, encompassing processes 
and questions that carry the individual towards his or her deepest desires. 
There are no gimmicks, and no pre-determined categories or pigeonholes. 
The process at every stage is designed to uncover and define the path that 
will lead to the fulfillment of the reader’s uniquely individual life mission.

Using this book, you will:
• Know and find your ‘Calling’ and find a satisfying 

and meaningful direction in your life
•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your Destiny, or Calling
• Follow a simple method
• Encounter NO quirky short-term changes

“和平与同胞情谊文化”是一系列的书，目的在散播跨领域和跨文

化的知识来让不同的人能更靠近彼此，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更加带

往和平与同胞情谊的文化。

一项对圣经中人性的研究显示出圣经科学与跨领域的面向，也出现在

新约圣经、古兰经、易经和佛教中。科学与文化态度同步运作，开发

出一个更广的人类感知，包括情感、思想、道德、意识、言语、行为

和人类关系。揭露和强化人性价值是对抗那威胁社会整体恶势力和创

造共同世界观和语言的方式，这对于达成同胞情谊、合作和维持永续

的稳定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先前出版的

Human Existence –  
The Covenant of Heritages
Leora Weinbach

人类存在-传承的誓约
雷欧拉‧温巴赫

自我帮助 Self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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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d?
Idit Bermanis

“被解雇了？” 是一本帮助读者从突然失业带来的情感创伤和经济

损失中解救出来的一本指导用书。作者根据自己被解雇的经历以及

在求职顾问这一专业方面的知识，在书中讲述了一些实用技术和个

人认识。本书是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终极宝典。 先前出版的

Maritime, Air and Forwarding Future 

Sanda

Simple - 
Methodical Inventive Thinking

Gideon Gilda

国际货运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全球的市场都依赖于时时刻刻在每

个角落进行着的物流运输。那么物流是怎样进行的？它是怎样对接

的？本书讨论了这一重要而又深奥的课题，研究了空运海运物流行

业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它如何使浩淼世界变得触手可及。

我们能够发明? 想发明下一个大东西?

"简单” 打破了只有天才和疯狂才能有能力发明的神话,这本书揭示

了”条理创新思维”(M.I.T), 任何人能够发明和创新.

“简单”是任何一个思想人士的理想图书. 它是一本智慧增进图书, 

对寻求创新, 对任何新产品开发和业务和技术人士的灵感源泉.

先前出版的

被解雇了？
伊迪特‧伯曼尼斯

海空货运承揽业的未来

珊达

简单-
 条理创新思维
吉德翁‧杰尔达

Business / Personal Finance 商业/个人财务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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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Like a Zebra 
Sari Barel & Bella Bleicher

这本”像斑马一样思考---跳出思维框架”是作者塞利‧巴罗和贝拉‧

布莱切尔为读者撰写的解决生活难题、应对挑战、面对各方面变化

的实用指导手册。 本书为读者提升创造力提供了实用有效的模式。

创造力不再只属于少数天才们。通过使用本书，借鉴大自然中的动

物的帮助，读者可以创造出富有特色的想法和解决方案。 先前出版的

像斑马一样思考
塞利‧巴罗 & 
贝拉‧布莱切尔

Zeus on Wall Street

Moria Avnimelech, PhD

“华尔街上的宙斯神”一书是现今世界经济的寓言故事。迈达斯国王

的神话象征贪婪；杀死喷火怪兽喀迈拉的英雄柏勒洛丰，则可以解读

成代表了今日把自己奉成神明的大亨们的骄傲；蛇怪海德拉的多头多

手则可比拟为超级集团和跨国企业，他们的触角伸向了经济的各个角

落。诸如赫丘利、特修斯和奥德修斯等神话英雄，今天恰可等同于高

科技企业家的比尔‧盖兹、史蒂夫‧贾伯斯和 拉里‧佩奇等人。本书带领

读者来一趟穿越古希腊神话和现代经济神话的奇幻之旅。其间的相似

之处令人惊讶，而对于商业经理和那些想要了解华尔街上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的人，神话中有什么可以运用之处，更是清楚明白。 先前出版的

华尔街上的宙斯神

莫莉雅‧亚夫尼梅勒

这本书要给那些无法乐在销售，却又深知销售 – 而且是销售得好 – 才

是人生中成功关键的人 。

销售这回事到底有什么是大多数人都害怕的？害怕被拒绝、害怕失

败，还有害怕听到那恐怖的字眼  

"不要！”。作者阿维要一步一步告诉你，如何克服恐惧。你会学到

如何打造你的销售说辞，如何推销你产品的优点，如何创造欲望与

需求，如何建立价值，以及如何成交。

阿维‧伊丹会用简单、容易了解和学习的语言， 再加上销售各层面的

故事增添趣味，告诉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基本的销售技巧。 先

前出版的

Seal the Deal With a Smile 
Avi Idan

以微笑成交

阿维‧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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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rrow’s New Organizations  
Bracha Klein Tayir, PhD

The eBay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

Eli Shimoni

未来组织新样貌
布若荷‧克连‧塔依尔博士

eBay

的国际革新

艾里‧西蒙尼

本书是关于具体实现组织内精神性的潜能。“我们相信商业世界也是

有其灵性的一面。 钱是精神性的、成功是精神性的、存在也是精神性

的。”未来的组织要能和不确定性与改变共存，要开发出更高的意识

与创造力，吸引新的员工并发展出合作

的关系。“未来组织新样貌”一书非常吸引人，引领我们认识新的现

实情况。在这个新现实中，明日的组织会变成进化的温床，以其有能

力实现更高层次的潜力。在这样的世界中，成功不是压垮竞争对手、

利用人、或为生存而战，而是看你的 精神实力。作者过去 40 年来担

任企业组织的高级顾问。她是商业世界新语言的创新先驱，先前也针

对组织议题出版过 5 本著作。 先前出版的

在这本教你如何建立自己的eBay事业的实用指南中，作者给你的创业提

出了完整的建议。他分析并解释建立国际eBay事业平台的基本原则：

• 了解会上网购物的是些什么人

• 认识人们如何在网络上寻找东西

• 发现如何打造出最好的网页来销售你的产品

你会学到如何操控决定应销售商品的4个参数–

1. 投资回报率（ROI）

2. 价格稳定性

3. 产品供应

4. 网页浏览数

还有更多，更多。

先前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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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结合了想象、幽默和创造，给经理的实用管理书。经理人会

学到如何提升自己各层次的管理技巧，包括如何激励下属、如何和其

他经理交涉，以及甚至管理家庭与家人的实用诀窍。本书中的精彩短

篇故事将带领读者认识如何运用隐喻来帮助解决每日管理难题，无论

新手或老经验的管理人都能获得好用的工具，在家庭或职场创造和谐

的环境。作者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教育背景，结合他轻松幽默的写

作方式，有助于将正面的管理态度灌输给读者。 先前出版的

在全球化的年代。国际商业语言（IBL）是把各地不同的操作方法和

信念连接起来的桥梁，也是在这个逐渐缩小的世界中导向国际性成

功的关键。

你也可以系统性的学会成功的国际商业语言：

• 语言和非语言的人际沟通，包括语气声音的强度。

• 国际衣着规则，个人衣着特色和配件等。

• 接待技巧，包括安排座位、派对邀请、菜单设计等。

• 商务会谈、会议、展会、管理会议和冲突解决的规则。

• 有效的媒体传播，创造一个有魅力的公共形象。

创业人士、投资人、管理人员和募款人员必须拥有这本书，对政治人

物、外交人士、各界名流，或是想要了解国际商务内部潜规则的任何

人来说，本书更是不可或缺。 先前出版的

本书基本上是写来让读者学习我自己和他人“追求成功”的经验，

通过本书我可以和全球的读者分享这些成功的经验和方法。

本书要传达的重点，就如同弗兰克‧辛纳屈的歌：

“I did it my way”（走自己的路）。

“我面对一切，挺直胸脯，走自己的路…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而不

是唯唯诺诺。足迹记下我曾经历过的千辛万苦，而我走自己的路。”

先前出版的

用隐喻来管理
悟理‧班‧内谢尔

国际商业语言
塔宓‧兰库特‧雷柏维兹

成功之道
珊达

Managing by Metaphors 
Uri Ben Nesher, Ph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nguage
Tami Lancut Leibovitz

The Way to Success
S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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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Are My Brothers

Ori Orr

Eagle in the Sky

Ran Ronen

1973 年赎罪日战争前夕，一名年轻的装甲部队军官被任命了他的第

一个职务，成为以色列北区司令装甲旅的指挥官。经过了磨人的15个

小时，他的部队攻上了戈兰高地，面对叙利亚大军的突袭，展开一场

殊死奋战。在巨大的损失下，再加上希望渺茫，他们开着那些第679

装甲旅老旧的百夫长坦克，不屈不挠地对抗叙利亚和伊拉克大军，然

后慢慢地从濒临战败之际，一路追击敌军直到叙利亚距离大马士革前 

40 公里之处。本书是关于英勇事迹、恐惧，还有同袍之爱的故事。

它是关于受伤的士兵逃离医院回到坦克加入奋战的故事，也是关于

死亡和生命的逝去给存活者的勇气和力量的故事。欧里‧奥尔将军是

他们的领导，是兵中之兵，他在1987年以以色列国防军中区与北区

将军暨指挥官的军阶退役。 先前出版的

本书是关于一个充满煎熬与胜利年代的故事，也是关于空中战斗员在

空战记录和以色列空军史上刻画出光荣一页的故事。“空中之鹰”就

是朗恩‧罗南，他是以色列空军最受褒扬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他服役的

27年间，朗恩飞过每架战机 – 出过超过350次任务 – 击下7架敌机。

我们有机会能沉浸在朗恩的心灵与想法之中，这位战斗飞行员展现了

超群的勇气、忠诚于专业，也为他所深信的目标全心全意贡献。罗南

以以色列空军准将的军阶退役。他确实是位英雄、领袖，他的个人故

事是今年最受瞩目的军事书籍之一。

他们是我兄弟
欧里‧奥尔

空中之鹰
朗恩‧罗南

Syrians at The Border 
The I.D.F Northern Command in the 
Yom Kippur War
Dani Asher

本书叙述了 1973 年夏天时，即使以色列国防军的情报信息普遍显示

叙利亚不会针对以色列发动战争，北区指挥官还是逆势操作进行备战

工作的故事。  1973 年发生在戈兰高地的战争现在从一个新的角度

加以诠释：从决策过程、司令总部的人员工作，以及战争中对战斗

部队所提供的战斗和后勤支持等角度来检视。由当时的北区指挥官

及其高级军官讲述这段故事，这是本非常独特的记录。

边界上的叙利亚人

赎罪日战争以色列国防军北区指挥官

丹尼‧阿谢尔

军事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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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i Air Force Aircraft

Danny Shalom

50 Years of Air Superiority

Danny Shalom

Over  the Horizon- 50 Years
of Israeli Space Programs
Danny Shalom

本书完整记录了1947年以来，以色列空军的飞机。

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训练机，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的机种等，

相关的工艺技术翔实罗列。

另外也包括各机的运作历史记录。

全彩印刷。

准确的侧视图。

还有工艺规格资料。

先前出版的

自成军以来，以色列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掌控以色列及其国界以外

的空域。本书描述了各式战斗机 – 从 1948 年独立战争的Avia S-199

、1956 年的神秘（Mysters）战机、1967 年的幻影（Mirage）战

机、1970 年的幽灵（Phantom II）战机，一直到2014 年洛克希德-

马丁的暴风（F-16I Soufa）战机。

这里介绍了各式战机完整的运作历史记录、高阶飞行员的故事、特

殊任务，还有更多。

全彩印刷。

准确的侧视图。

相册式样。

先前出版的

翔实说明了以色列自1953年以来的太空活动。

完整描述了主要的火箭发射装置Shavit的发展和研究。

另外也有Ofek侦查卫星、Amos通讯卫星、EROS地球资源卫星、学

生卫星项目等的故事介绍。

书中当然也包括了太空人伊兰‧拉蒙（Ilan Ramon）在哥伦比亚号

执行STS-107太空飞行任务时的悲剧和其后续的影响。 先前出版的

以色列空军之翼
达尼‧沙隆

50年不坠的空中优势
达尼‧沙隆

飞越地平线-以色列太空
项目发展50年记录
达尼‧沙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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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Military

Like a Bolt Out of the Blue

Danny Shalom

Phantoms over Cairo

Danny Shalom

Encyclopedia Yifat- 100 Years of 

Air & Space in Israel 1913-2013

Danny Shalom

1967年六日战争的起初被称为“焦点行动”（Operation Moked）

，在这场行动中，所有的以色列战斗轰炸机都被派出去攻击埃及、叙

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空军基地。

那是1967年战争展开的行动，以色列空军取得了整个战场空域的优

势地位。

本书收录完整的空军小队历史，飞行员的故事，以及对战斗机的介绍。

先前出版的

消耗战争（War of Attrition）是以色列空军史上最难缠的一场战争。

这一本双倍分量的巨著给读者这场战争深入而完整的叙述。

空中缠斗、空对地行动、轰炸埃及和叙利亚空军基地等，全都翔实

记述。

本书完整叙述了当时对抗俄罗斯SAM 防空导弹的故事，以及与俄

罗斯战机在尼罗河上空的最后缠斗，在这场空战中5架米格21战机

被以色列击落。

先前出版的

这本百科全书非常特别，它是以翻书的格式印行出版。内容涵盖以

色列多年来航天航空的各种活动和项目。

 书中包罗事件、人物、航天航空器、和导弹等。利用简单的图示可

以帮助读者在这本2100页的伊琺特百科全书中，找到任何项目。

先前出版的

晴天霹雳
达尼‧沙隆

笼罩开罗的幽灵
达尼‧沙隆

伊琺特百科-以色列航天航

空百年记录2013-1913

达尼‧沙隆



军事 Military

Eye to Eye

Dani Haloutz

丹尼‧哈路兹为以色列国防军奉献了超过40年的光阴。他曾任以色

列第14任空军司令4年的时间，也曾任以色列国防军第18任总司令

一年半的时间。 

在“Eye to Eye”一书中，丹尼‧哈路兹和我们分享他精彩的人生故

事，从在哈格村（Hagor）度过的平凡童年，一直到他在以色列军

中担任要职。这是本关于一个战士的书，也是关于一个勇敢无惧的

军官和公民的故事，他坚信以色列一定能坚强地抵御未来的挑战。

丹尼‧哈路兹在哈格村长大，1966年时加入军队。他在三大战争中担

任飞行员，也曾任哈泽尔（Hazor）空军基地的指挥官。他曾在特拉

维夫大学主修经济学。

以眼还眼
丹尼‧哈路兹

Dani Haloutz spent over 40 years in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He was the country’s 14th Air Force Com-
mander for 4 years and served as the 18th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for a year and a 
half. Haloutz stepped down after the 2006 Lebanon War., 
Dani Haloutz shares his fascinating life story; beginning with a modest childhood in the Hagor village to his 
elite positions in the Israeli Army. His writing is candid in its depictions and includes self- introspection as 
well as the examination of high-ranking officers and political figures.
During the War of Attrition, as a young pilot in an elite unit flying a Phantom airplane, he witnessed the loss 
of his beloved Commander, Shmuel Chetz (z”l) when he was hit by an Egyptian anti- aircraft missile. During 
the Yom Kippur war he flew with the elite unit “The One”, which suffered more casualties than any other unit 
in the Air Force. He continued in his role surviving the shocks and surprise that came with victory – albeit 
one with heavy causalitie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Haloutz climbed the ladder of leadership from captain in the Air Force to Wing Com-
mander, then Brigadier General of the Air Force. As a result of his extraordinary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abilities, Haloutz was the first aircrew member of the Air force to be elected as Commander in Chief in the 
history of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As Commander in Chief, Haloutz succeeded in the “disengagement” of Gazza, which he describes in depth 
in his book. “My heart cries with the evacuated civilians - but this was a test of democracy that our country 
had to endure.” So writes the man who was a firm believer in “A Complete Israel” (a term referring to the 
preservation of boundaries outlined in the Old Testament). Over the years his stance has softened.
The 2006 Lebanon War introduced Haloutz to the workings of the IDF ground forces which he found not 
properly prepared and which he felt greatly contributed to some operational mistakes. But, Haloutz doesn’t 
leave room for doubt when he says; as time passes, it is clear that the military goals were achieved. 
Since that cease fire, Israel has enjoyed complete quiet on the Northern front, the Hezbollah having retreated. 
Haloutz explains why The Vinograd Commission, according to him, distorted the word “natural justice” in its 
investigation and did not accurately assess the goals in comparison to the achievements.
“Eye to Eye” is the book of a warrior, a fearless officer and citizen, who has distinct opinions about the IDF 
and the Israeli society in general – but still holds hope that Israel will be able to stand strong against it future 
challenges. This is an exciting and emotional book; its honesty shines through every sentence. This book is a 
must read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bility to survive.
Dan Haloutz was born in 1948 to a Jewish Iranian father and a Jewish, Iraqi mother. He was raised in Hagor 
village and in Holon and joined the army in 1966. He served as pilot during the War of Attrition, the Yom 
Kippur War and the First Lebanon War. He also filled an elite position in the “Lavy Project” and was com-
mander of the Hazor air force base. He studied Economics at Tel Aviv University and a course for Managers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is married to Irit and father to Tal, Ran and Yael. He is currently a businessman. 
 

Dani (Dan) Haloutz

Eye to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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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ge / Mind, Body, Spirit 新时代/身-心-灵

圣经是西方家喻户晓的故事、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圣经里的英雄

故事停留在了过去，读者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了解。本书的目的在于

还原圣经故事中英雄人物的真实生活。

本书从古代社会、法律和经济三个角度出发，介绍了大家族结构和

掌权者，多妻制和妻子地位；呈现了继承的本质，展现了圣经里那

片干旱的土地如何影响了英雄人物的生活。

本书基于严谨的研究，叙述通俗易懂，适合所有读者。

此外，荣获圣经学习博士学位的里若阿·偌位得（Liora Ravid）博士

分享了圣经里的写作技巧和精华。

哲学作家克莱拉‧赛莱推出一本尖锐又很重要的小说，关于一个人寻

找自我以及自己成神的过程。陶约翰（John Doe）在医院醒过来，

他丧失了记忆，急于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但他发现的却是SHET，这

个拐弯抹角又调皮，还能随时幻化变型的怪怪上帝创造者。

在 SHET 引导和激励下，约翰花了六天寻找自我，这趟旅程引导他以

及读者们检视内在，思考生命中最复杂又最深奥的问题：我是谁？上

帝是谁？或者上帝是什么？  卡莱拉‧赛莱的书获得了一致好评。哈珀

柯林斯出版（HarperCollins ）的前编辑珍‧班奈特（Jane Bennett）

说：“克莱拉创造了一个有趣又容易阅读的故事。它不但娱乐读者，

令人欢喜，它更挑战了我们的想法。真是棒极了。” 先前出版的

Daily Life in Biblical Times 
Liora Ravid

The God Maker -
How God Became God
Clara Szalai

圣经时代的日常生活
里若阿·偌位得

上帝创造者 –
上帝如何成为上帝
克莱拉‧赛莱

本书收集了累积古老智慧的老奶奶偏方，这些偏方流传在世已经好

几百年了，完全天然，全部都是草药或矿物质配方，全都经过好几

世代的人们尝试和确认。

像是治疗一般感冒、肠胃蠕动、治血压、胃灼热、溃疡、外伤敷

料、治疗疣等，还有很多很多适应症的偏方都被收纳到书中。这些

纯天然偏方的材料可以在家里找到，或在任何附近的杂货铺都可以

买得到。 作者数十年来身体力行这些偏方，帮助人们以最自然的方

式来帮助自己。

先前出版的

Grandma’s Remedies
Tzipora Avitzur

老奶奶的偏方
茨波拉‧艾维祖



New age / Mind, Body, Spirit新时代/身-心-灵

“道”是多年以来中国哲学领域最广为流传的著作，它讲述古代对

幸福生活的观点和智慧。本书是有国际知名的禅师对”道”明晰流

畅的翻译版本。”道”译本是针对于当今读者的独特的清晰的解读。

先前出版的

“与山里来的人一同攀上高峰”是关于山和登山者与居住群山中那

些独特之人的赞颂之歌。作者珊达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她与读者

分享她对“山里来的人”对于生命态度的观察与想法 – 团队合作、

毅力、勇气、关怀他人，以及纯粹的爱与奉献。书中穿插优美山景

照片。“与山里来的人一同攀上高峰”能激励鼓舞各年龄层的读者。

先前出版的

Book of Tao 
Nissim Amon

尼斯木.埃门禅师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宝藏---由佛祖及几百年来知名

的禅师和密宗撰写的佛教经典汇编。本书秉承佛教的宗旨，以深入

浅出的方式给人生以启发性指导，同时也是修身养性的经典读物。

 先前出版的

Book of Dharma 
Nissim Amon

道
尼斯木‧埃门

与山里来的人一
同攀上高峰
珊达

达摩传
尼斯木‧埃门

Climbing with the 
Mountain People
s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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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 Fitness / Sport 健康/健身/体育

The Complete Holistic Guide
to Working Out in the Gym 
Yigal Pinchas

他一生下来就患有麻痹症和肌肉萎缩症。

医生们都认为他活不了，但他却不这么想。他以功能完全、体格健

美之躯，赢得了以色列“内盖夫先生”的称号。

所有锻炼项目

所有姿势

所有诀窍

所有专业秘密 。

先前出版的

The Kohenov Method
Moshe Kohenov

“健身房完全指导手册”是世界上关于健身的第一本手册。搜集整

理了大量信息，包括健身的基本原理、力量、耐力和协调性的训练

方法、正确的营养方案以及针对不同年龄和特殊要求设计个人健身

方案的方法。

作者伊戈尔‧宾卡斯博士在以色列和加拿大做大学教师。他同时也是

以色列一所大学健康与健身的协调员、温盖特学院健身管理课程的

高级讲师。

先前出版的

健身房完全指导手册
伊戈尔‧宾卡斯

卡哈诺夫健身法
摩西‧卡哈诺夫

痘痘灾难袭来，在脸上泛滥成灾... 你找谁帮你？你该怎么办？救命啊！

痘痘解决方案 是一本使用容易的书，带你走上一个充满信息的皮肤认

识之旅，了解为什么有时候皮肤会出问题。作者泽夫‧潘姆和山缪‧尤拉

夫是以色列两位最具经验的皮肤科医师。在他们合作出版的书中介绍

了最具权威性的痘痘研究，以及各种可用的治疗办法。

让医学名词变得更简单 — 本书也提供了目前在和痘痘有关的传统疗

法、美容、激光和另类疗法上，各种有用的信息。充满资讯的照片和

图样让艰涩的医学叙述更容易被理解。

痘痘解决方案设定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不过父母和医护人员、药剂

师、美容师和食品营养师等专家也可以很容易的运用。

先前出版的

The Acne Solution
Dr. Shmuel Yorav, Dr. Zeev Pam

痘痘解决方案
山缪‧尤拉夫医师
泽夫‧潘姆医师



Health / Fitness / Sport健康/健身/体育

本书是第一步综合介绍虹膜学的指导用书。通过分析眼球进行非侵

入的自然验光来诊断各种疾病。本书选用了珍贵的眼部彩色图片来

展示这一正在发展的医学领域的基本原理。本书是热衷于另类疗法

人士的重要读物，适合专业和一般人士阅读。

先前出版的

Iridology in Practice 
Miriam Garber, PhD MBMD

虹膜观百病
米利亚姆‧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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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 / Albums 礼品/相册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Joyce Oron

这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专业角度。作者乔

伊索.奥伦的这本”建筑和城镇规划”介绍了一位顶级以色列现代建

筑师的鲜为人知的生活和设计。数十组示意图，它涵盖了世界著名

的公共建筑、住房建筑等设计图纸和照片。作者讲述了她在美国、

乌拉圭和以色列的生活及对她设计风格的影响。

建筑和城镇规划
乔伊索‧奥伦

Tel Aviv - The travel guide that 

will make you feel like a local 

 Claudia Stein

特拉维夫才在 2009 年欢庆百岁生日，他很年轻，他的市民也是。这

个现代化又没有深厚宗教色彩的城市，吸引了游客前来体验“新的”

，和圣经脱钩的以色列。这本旅游指南带领读者走上一段迷人的历史

之旅。中间穿插许多图片，还有许多内行人才知道的小秘诀。它引领

你到美丽的海滩、历史遗迹，还有特拉维夫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白色之城”。本书清楚又容易使用的指引，给读

者关于建筑、剧院、博物馆、音乐场所的最新信息，也提供关于犹太

美食、当地酒吧的评论，以及哪里可以找到丰富多样美食的餐厅与多

彩多姿“shuk”，也就是市集的资讯。 先前出版的

特拉维夫 – 让你觉得自己

像个本地人的旅游指南

克劳蒂亚‧史登

T h e  T r a v e l  G u i d e

Tel Aviv 
The travel guide that will make you feel like a local

Tel Aviv is one of Israel’s hidden gems. It's a city where moder-

nity merges with the Levant, a cultural fusion of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 Tel Aviv is indeed a city that never stops, with a 

busy nightlife catering to every taste. 

Celebrating its 100th birthday in 2009, Tel Aviv is young and so 

are its citizens. A modern and non-religious city, it is attractive 

to those tourists looking for a new experience of Israel, off the 

beaten Biblical track.

This guide is full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takes the reader on 

a fascinating historical journey of Tel Aviv.  The guide is spiced 

with lots of pictures, and insider tips. It invites you to beautiful 

beaches, historical sites, and the unique architecture of Tel 

Aviv's 'White City', declared by UNESCO as one of the World 

Heritage landmarks.  

The guide's clear and easy to use instructions and informa-

tion, provides the reader with an architectural, local theater, 

museum, pubs, and music scene, comments on Jewish cuisine 

and where to sample a huge variety of foods in restaurants 

and local markets. 

Claudia    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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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Shore 
Reuven “Chips” Abramovich,
Gideon “Chonla” Shmueli

关于以色列海岸的书籍并不多，本书是重要的一部。多彩的图片取

自引人入胜的建筑奇观和关于海洋文化和基督教的历史遗迹以及古

代遗址。本书的作者分别为以色列著名的海员和海上侦查员，它是对

于想了解以色列鲜为人知的一方面的读者来说值得一读。 先前出版的

神圣海滩
鲁文“吉布斯”阿布拉莫维奇

革迪昂“茨翁拉”施姆利



Blossom of Life 
Hila Mai

本书是少数几部记录以色列当地鲜花之美的相册。

“生命之花”中的作品均以国际著名鲜花摄影家的技法来表现。大量

的图片给人震撼之余，还能起到治愈疗伤、调节情绪的作用。

先前出版的

生命之花
希拉‧梅耶

Gift / Albums礼品/相册

Memory, Emotion, Art 
Martin Kieselstein, MD

本书记录了由一名集中营幸存者收集的少量珍贵的艺术作品。以雕塑

为媒介表达出对痛苦和绝望的宣言。作者用大量的原始材料，比如石

头、金属和玻璃，对人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以艺术性地表达，它是

在最恐怖的环境中人类生存最长久的记录。

先前出版的

记忆.情感.艺术
马丁‧吉赛尔斯坦

Israel Photography Paths

Chanan Getraide

这是一个在世界上最迷人的国家中，纵横各地，穿插许多人物的个

人之旅。

“哈南的作品结合了执业摄影师的专业性和业余摄影师的热爱。没

有人会错过他作品中对主题的爱与感受。”摄影记者同时也是1997

年传播类以色列奖得主，大卫‧鲁彬格（ David Rubinger）说。

“这结果绝对是令人惊叹的。在他任何系列中，不管是‘产业’、‘

劳动者’、‘各种生活方式’，或是‘景观’、‘近乡’等，每一

帧图片都有着严谨的构图，而且近乎固执地遵守美感原则。”特拉

维夫大学柯亨科学与概念的哲学与历史研究中心教授，及社会学家

莫西‧祖克曼教授（Moshe Zukerman）说。

以色列摄影之路
哈南‧盖特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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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ns 少年读物

米亚是一个蓝眼睛的小女孩，她能和动物交流。你也想学会怎样做吗？

米亚教给你我们之中的“动物”：用肢体而不是语言交流。这个强大

的知识将帮助你在生命轮回中定位自己。这本极具启发性的书还会直

接地指导孩子怎样交流真正有重要且有意义的东西。

本书是为孩子撰写的，同时也适合各个年龄层的真实面对及寻找真

实自我的人。 先前出版的

Release the Tiger 
Dorit Ginzburg

释放老虎
多利特‧金斯伯格

“收获至上”不是单纯的讲节食而已 – 它其实是本反节食的书。由律

师和临床营养师共同写成，两位作者给各位母亲和女儿经年累月与食

物的对抗，提供了创新的思考角度。它涵盖了所有层面，包括体重、

饮食，以及自我形象等。本书的目标在企图改变社会对于理想女性体

型的概念，而这个改变必须从家庭做起。本书提供了实用的工具和情

感支持，呈现给读者有关准备健康饮食、均衡饮食、爱自己本来的样

子，以及建立正面行为模式的信息。它协助年轻人建立一个实际、平

衡的身体形象，这会形成一个友善又有家庭氛围的环境，在其中才能

产生出有支持性、有建设性的对话。 先前出版的

Crop Top
Einat Lev Ari, 
Smadar Wineberg

收获至上
艾娜特‧列夫‧阿里 
斯玛妲‧温伯格

尖啸人的声音响遍整个铁岛，警告居民回到自己的笼子中。在赶着

在黑夜降临前回去的“人”潮中，塔拉抓住兔子，悄悄的潜近森林

里。“我没办法再回去那牢笼了，”她说，“我宁可冻死在这里，也

好过在铁岛上当个囚犯。”塔拉看着洛丽又黑又大的双眼。“难道你

想要被困在那病态的动物园里，度过你的后半生吗？” 

一路被追猎、被背叛，塔拉踏上了消灭邪恶之旅。旅途中，她还得冒

着失去生命中最重要东西的风险…

通过多彩丰富又有魔力的文字，作者编织了一个复杂交织又引人入

胜的奇幻/冒险故事，把人和神奇的生物结合起来，一同创造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 先前出版的

The Wonderful Journey of Tara
in an Unknown Land
Carmela Ben-Nun Moshe

塔拉的奇幻之旅
卡蜜拉‧班-侬‧摩西



Teens少年读物

本书中，罗森运他“想象磁铁”的技巧和通过讲故事的嵌入式学习，

来帮助青少年读者发挥潜力。“想象磁铁”是罗森的用语，指的是开

发人们创造性想象力的技巧，借以改变他们的感受、信念和态度 – 这

些都是人们的内在体验。这些转变之后会在他们的外在世界发挥正面

的影响力。

那些听来好笑但却真的相关的故事其实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充满挑战性

主题的世界，而青少年读者可能都是独自面对这些挑战性的情况。通

过他生动、诙谐而有说服力的风格，在故事的铺陈下本书十分引人入

胜，在故事的形式下，像厌食症、没有安全感和愤怒等，很容易就能

获得读者的认同，并进而开始克服它们。 先前出版的

Where did I Put My Problem?
John Rawson

我把问题藏到哪儿去了
强‧罗森

这是马库斯和罗西，这对兄妹的冒险故事。他们本来在玩电脑游戏，

却被吸入了泰达王的魔幻世界里。泰达王统领着黑暗王国。马库斯和

罗西带着武器和盾牌，经历千难万险去往光明之城。

这是一部老少皆宜的魔幻故事。 先前出版的

在经济危机、失业率节节升高的那个年代，布鲁克林区有一个非常聪

明的女孩，叫做左怡。她乐观又机智，总是可以善用这些优点，甚至

带你展开奇妙又令人紧张的探险，让你欲罢不能，非马上看完不可！

你会遇到可爱的左怡、她的父亲强尼、好朋友凯文和亚历士，以及其

他令人难忘的角色，如那刻薄的房东太太史汀洁拉‧艾奇宝（Stingella 

Ickyball）、恶作剧电视节目明星普兰克斯特先生（Mr. Prankster）

、气呼呼的亿万富翁碰‧拉拉先生（Mr. Boom Lala），当然还有六月

和七月这两只信鸽，牠们还懂得秘密语言！ 先前出版的

完成游戏-光明之城
伊安‧乔利

左怡的奇妙探险

吉尔

Finish The Game - The City of Light 

Ian Jolly

Zoe's Amazing Adventure
M.H. G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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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Into the Unknown 

Miriam Garber, PhD MBMD

Jonathan in The Kingdom
of Mood Balloons 
Netanel Semrik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它能帮助孩子认识情绪的颜色、

怎样对这些情绪负责。这部书的魅力之处还在于引入了目前

流行的但是多针对于成年人自我训练、情绪管理的内容，使

孩子们受益。

Managing Emotions

一只小苍蝇醒来了，发现又是平淡而沉闷的一天，它觉得自

己受够了！

一成不变的问题、束缚和环境，没有朋友一起玩。于是，它鼓起

勇气决定去探索未知世界。这只小苍蝇勇于冒险，追求梦想，通

过这个故事，小朋友们认识到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坚定目标、坚

持自我才能实现梦想。 先前出版的

心情气球王国里的强纳森

纳坦尼尔‧萨姆里克

走向未知的旅程
米莉安‧佳伯Courage

Perseverance and Determination

本书是关于一个男孩和他特别的机器人玩具罗比的有趣故事。

它启发孩子如果有能力实现梦想，要去太空探索。故事能激发

孩子的兴趣并有很高的可读性，教会孩子永不放弃、坚忍不拔

的意义，要勇于追求自己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 先前出版的

Yes, I Can!
Uzi Tal

是的, 我能行!
尤兹‧塔尔



Children儿童读物

So What Can I Do? 
Gail Kushnir

Feelings on the Road to Love

Dorit Greenberg

那么我该怎么办？
盖勒‧库什尼尔

寻爱之旅

多莉特‧格林伯格

“那么我该怎么办？”是我们常听到孩子问的问题。我们可

以如何帮助他们，让他们变得更自立呢？本书旨在教导孩童

对实际常见的问题发展出自己的答案来。卡通插画描述了一

般在家里、学校，和与他人相处时常见的情境。在每一个图

片孩童都会被问

“那么你该怎么办？”，并被鼓励自己动脑想出一些解决办法

来。  通过教导孩童如何分析并解决日常问题，我们减少了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压力，丰富他们的情感智能，也提供

他们非常宝贵、终生受用的技巧。 先前出版的

只要你想加入我寻爱的旅程，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或是

想要自省、想要学习爱、接受爱，和平静的爱内在的人，都欢

迎你的加入。 先前出版的

Self-Sufficency

The Little Volcano Inside 
Ayala Moldawsky

孩子如何控制自己愤怒和挫败的情绪而不用暴力发泄？一个小

男孩发现他身体里有一座小火山，沮丧时，火山会隆隆作响失

去控制。故事笔触独到，娓娓道来，告诉孩子们如何不用暴力

来控制奇迹的情绪。 先前出版的

肚子里的小火山
阿雅拉‧莫达夫斯基Managing Aggression

Managing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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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Child is Special

Tzipi Mack

The Little Princess Who 
Was Afraid

Cara Lynn Geffen

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的

奇碧‧马克

害怕的小公主

卡拉‧林恩‧葛芬

做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小孩，意味着得孤孤单单的，不管是在老

师面前、爸妈面前、朋友面前、还是在分析师面前、治疗师面

前；他们只想证明他们有多聪明，而对我来说要我办到又是如

何的困难。他们会比我更了解这个吗？

“本书的目标是要展示给孩子看，如何可以将自己的困难、

需求和喜好表现出来；同时也要帮助孩子周遭的人 – 父母、

分析师、治疗师和老师 – 找到聆听孩子的声音方法，进而帮

助他们。”

“害怕的小公主”是一个迷人的故事，主角是个什么东西都害

怕的小公主，就像其他孩子一样。有一天，小公主决定要克服

恐惧，于是踏上旅程，寻找她心中问题的答案：害怕的时候我

该怎么办？在路上，她遇到了动物新朋友，牠们都用不同的方

式回答她的问题，每个朋友都提出了很有道理的建议。在她了

解到自己有多么幸运，认识了这么多聪明又有智慧的朋友，于

是她回到家，回到亲爱的父母身边。

Coping with Fears

Special Needs

Children 儿童读物

Children Values

The Star of Joy
Galya Sidelsky

快乐之星

盖乐雅‧西德勒斯基

Friendship
在云层高处，

有一颗闪耀的五彩之星……

爱心、光亮与快乐之星，

邀请每位朋友前来。

快乐小马与爱心公主，

很高兴能邀请每个孩子，

这里充满了各种惊喜……

打开这本书，你会一一发现。

在云层高处，

有一颗闪耀的五彩之星……

爱心、光亮与快乐之星，

邀请每位朋友前来。

快乐小马与爱心公主，

很高兴能邀请每个孩子，

这里充满了各种惊喜……

打开这本书，你会一一发现。

www.ContentoNow.com

Galya Sidelsky

快乐之星

插图：Sarik and Ami Zaroug 



Children Values
Coping with fears

Guided Imagination
For Toddlers 
Sara Moneta

幼儿想象力引导
萨拉‧莫尼塔

“幼儿想象力引导”富有幽默感和节奏感，能够唤醒孩子的

想象力并反映出他们的内心世界。本书是写孩子的，并以孩

子的语言编写的。

作者萨拉.莫尼塔加入了能够帮助孩子面对困难和恐惧的小诗。

借助它们，孩子就可以不必劳烦父母独立面对困难和痛苦的事

情了。 先前出版的

Children Values

Children Values

When Dad Grows Up 
Dan Oryan

Roni and the Zodiac Signs 
Anat Pinto

当爸爸长大时
丹‧奥赖恩

罗尼与星座
阿娜特‧品托

Self-Fulfillment 

Coping with fears

“除了当世界体操冠军以外，你还想当什么？” 爸爸说，“

我想在马戏驯狮”。“驯狮？”，汤姆说，最好笑是他已经

以为“在他的床底下能听到驯服的狮子的咆哮“。”当驯狮

者，挺不错的职业“，汤姆说，立即加上”如果在我的班知

道，我的爸爸是驯狮的话，肯定不会欺负我“。汤姆睡着之前

想知道，他爸爸小的时候是否知道，他长大以后想当什么。他

爸爸就是知道。。。他还希望做很多好事。丹‧奥赖恩在丹麦的

以色列大使馆担任外交官。丹还在莫斯科从事文化工作。也在

外交部文学系从事系主任。 先前出版的

罗尼（Roni）有个很棒的奶奶。祖孙俩一齐踏上奇妙的星座

之旅，这一趟也为许多问题找到了答案。

生日对大人和小孩来说显示出什么人格特质吗？ 

这本睿智而愉悦的书会让你更明白星座的重要意义。

阿娜特‧品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占星家。但除了星座之外，她

更了解孩童。在搭配尹巴勒‧萨利德（Inbal Sarid）的美丽插

画下，阿娜特诉说神奇的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让读者一

窥星座的奥秘。 先前出版的

Children儿童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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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Values
Perseverance and Determination

Yes, I Can!
Uzi Tal

是的, 我能行!
尤兹‧塔尔

本书是关于一个男孩和他特别的机器人玩具罗比的有趣故事。

它启发孩子如果有能力实现梦想，要去太空探索。故事能激发

孩子的兴趣并有很高的可读性，教会孩子永不放弃、坚忍不拔

的意义，要勇于追求自己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 先前出版的

Journey Into the Unknown 
Miriam Garber, PhD MBMD

一只小苍蝇醒来了，发现又是平淡而沉闷的一天，它觉得自

己受够了！

一成不变的问题、束缚和环境，没有朋友一起玩。于是，它

鼓起勇气决定去探索未知世界。这只小苍蝇勇于冒险，追求

梦想，通过这个故事，小朋友们认识到只要有坚强的意志、

坚定目标、坚持自我才能实现梦想。 先前出版的

走向未知的旅程
米莉安‧佳伯Courage

Children Values

Managing Emotions
Children Values

Jonathan in The Kingdom
of Mood Balloons 
Netanel Semrik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它能帮助孩子认识情绪的颜色、

怎样对这些情绪负责。这部书的魅力之处还在于引入了目前

流行的但是多针对于成年人自我训练、情绪管理的内容，使

孩子们受益。

心情气球王国里的强纳森

纳坦尼尔‧萨姆里克

Contento 的中文系列图书Contento’s Books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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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Values
Managing Aggression

The Little Volcano Inside 
Ayala Moldawsky

孩子如何控制自己愤怒和挫败的情绪而不用暴力发泄？一个小

男孩发现他身体里有一座小火山，沮丧时，火山会隆隆作响失

去控制。故事笔触独到，娓娓道来，告诉孩子们如何不用暴力

来控制奇迹的情绪。

肚子里的小火山
阿雅拉‧莫达夫斯基

When Dad Grows Up 
Dan Oryan

当爸爸长大时
丹‧奥赖恩

“除了当世界体操冠军以外，你还想当什么？” 爸爸说，“

我想在马戏驯狮”。“驯狮？”，汤姆说，最好笑是他已经

以为“在他的床底下能听到驯服的狮子的咆哮“。”当驯狮

者，挺不错的职业“，汤姆说，立即加上”如果在我的班知

道，我的爸爸是驯狮的话，肯定不会欺负我“。汤姆睡着之前

想知道，他爸爸小的时候是否知道，他长大以后想当什么。他

爸爸就是知道。。。他还希望做很多好事。丹‧奥赖恩在丹麦的

以色列大使馆担任外交官。丹还在莫斯科从事文化工作。也在

外交部文学系从事系主任。

侠客是一只巨型贵宾狗，牠住在以色列的凯撒利亚。

有一天，侠客玩球一路玩到了沙滩上，在沙底下发现了一袋古

代的金币。牠把宝藏叼了回家，主人吉拉和阿米将这个大发现

报告给文物管理局。

文物管理局派来的先生等不及要见见发现大宝藏的人了。但是

他非常惊讶的发现，这个英雄故事的主角竟然是一只又大又黑

的贵宾狗！怎么能怪他这么惊讶呢。毕竟像侠客一样有名有姓

的狗真是少见啊！

Children Values
Self-Fulfillment 

Children Values
Achievement

Shakel Shakelovitz
Gila Lapidot

夏侠客找到宝
吉拉‧拉碧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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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Air and Forwarding Future 

Sanda

国际货运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全球的市场都依赖于时时刻刻在每

个角落进行着的物流运输。那么物流是怎样进行的？它是怎样对

接的？本书讨论了这一重要而又深奥的课题，研究了空运海运物流

行业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它如何使浩淼世界变得触手可及。

海空货运承揽业的未来

珊达

我们能够发明? 想发明下一个大东西?

“简单” 打破了只有天才和疯狂才能有能力发明的神话,这本书揭示

了”条理创新思维”(M.I.T), 任何人能够发明和创新.

“简单”是任何一个思想人士的理想图书. 它是一本智慧增进图书, 对

寻求创新, 对任何新产品开发和业务和技术人士的灵感源泉. 先前出版的

Simple - 
Methodical Inventive Thinking

Gideon Gilda

简单-
 条理创新思维
吉德翁‧杰尔达

Climbing with the 
Mountain People
sanda

“与山里来的人一同攀上高峰”是关于山和登山者与居住群山中那

些独特之人的赞颂之歌。作者珊达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她与读者

分享她对“山里来的人”对于生命态度的观察与想法 – 团队合作、

毅力、勇气、关怀他人，以及纯粹的爱与奉献。书中穿插优美山景

照片。“与山里来的人一同攀上高峰”能激励鼓舞各年龄层的读者。

与山里来的人一
同攀上高峰
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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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Air and Forwarding Future 

Sanda

他一生下来就患有麻痹症和肌肉萎缩症。

医生们都认为他活不了，但他却不这么想。他以功能完全、体格健

美之躯，赢得了以色列“内盖夫先生”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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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姿势

所有诀窍

所有专业秘密

先前出版的

The Kohenov Method
Moshe Kohenov

卡哈诺夫健身法
摩西‧卡哈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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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ponopono. 最近几年, 一个神奇的词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
这是一种关于夏威夷波西米亚文化的艺术, 主要是解决, 平息家庭冲突, 
同时消除我们所面临的记忆, 信仰以及情感难题。
从灵魂的角度上说, 因为权利, 贪婪, 恐惧和仇恨的存在, 自尊心的作祟
让我们彼此的关系越来越远。怎么去消除这些把我们分开并成为对手
的的记忆, 信仰以及情感难题呢? 如何开始意识到海洋并不是在分开我
们, 而是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如何抹去那些让我们生活远离富足的不好
回忆? 如何抹去那些记忆,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我们该如何清除那
些让我们与周边人难以快乐生活的记忆? 如何抛弃那些阻挡我们享受
和感悟生活美丽的一切烦恼? 如何摒弃痛苦向快乐前行?
作者在这本书里告诉了我们答案: Ho´oponopono. 他做的这个, 不仅
融入了高科技, 而且维持它的愿景也表露无遗。

Ho’oponopono - 夏威夷治愈术的先祖艺术
Lili Bosnic

Ho’oponopono
Lili Bosnic

Children Values

The Star of Joy
Galya Sidelsky

快乐之星

盖乐雅‧西德勒斯基

Friendship
在云层高处，

有一颗闪耀的五彩之星……

爱心、光亮与快乐之星，

邀请每位朋友前来。

快乐小马与爱心公主，

很高兴能邀请每个孩子，

这里充满了各种惊喜……

打开这本书，你会一一发现。

在云层高处，

有一颗闪耀的五彩之星……

爱心、光亮与快乐之星，

邀请每位朋友前来。

快乐小马与爱心公主，

很高兴能邀请每个孩子，

这里充满了各种惊喜……

打开这本书，你会一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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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ya Sidelsky

快乐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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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 B
osn

ic Delia Beatriz Bosnic B. Lawich (Lili) 
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现在她

一直生活在墨西哥。 

当她十几岁的时候, “我是谁”

的问题激发她用不同的方式去寻

找答案, 她一直从事于管理学和

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出于理解和治愈伤痛的需要, 使

得她深深陷入私人工作中, 使用

言语和肢体, 和采用非常规的疗

法去获得答案, 以及揭示未知的

秘密。 

她的好奇心使她发现了花香疗法

的奇妙, 通过了解前世疗法促使

她和 José L. Cabouli 博士在墨西

哥组织了一个文凭课程, 现在这

种花香疗法技术正在形成。 

自1999年以来, 她一直负责协调

花香疗法的通讯网络, 组织一些

各种各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疗法

事件。 

她参加这一领域的研究会, 经

常发表演讲, 她同时也给予治

疗咨询意见, 并利用TVP研习会

和Ho'oponono 在布宜洛斯艾利

斯, 西班牙, 尼加拉瓜, 和墨西

哥的多个城市宣传。 

她是 Ho’oponono CD´s 的作

者, 写作过《每日奇迹》, 《让

我告诉你”》。 

Ho’oponopono
夏威夷治愈术的先祖艺术

Lili Bosnic

Ho’oponopono
Ho´oponopono. 最近几年, 一个神奇的词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

界蔓延。

这是一种关于夏威夷波西米亚文化的艺术, 主要是解决, 平息

家庭冲突, 同时消除我们所面临的记忆, 信仰以及情感难题。

从灵魂的角度上说, 因为权利, 贪婪, 恐惧和仇恨的存在, 自尊

心的作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越来越远。怎么去消除这些把

我们分开并成为对手的的记忆, 信仰以及情感难题呢? 如何

开始意识到海洋并不是在分开我们, 而是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如何抹去那些让我们生活远离富足的不好回忆? 如何抹去那

些记忆,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我们该如何清除那些让我

们与周边人难以快乐生活的记忆? 如何抛弃那些阻挡我们享

受和感悟生活美丽的一切烦恼? 如何摒弃痛苦向快乐前行?

作者在这本书里告诉了我们答案: Ho´oponopono. 他做的这

个, 不仅融入了高科技, 而且维持它的愿景也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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